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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15297080808
地址：西宁市黄河路82号（银龙酒店南20米）

本馆常年高价回收茅台酒
五粮液酒 各种酒水、虫草等

中国陈年老酒收藏馆

请扫二维码咨询更多

久久酒藏馆
回收

各年份茅台酒
可上门服务【 】

咨询电话：18197308888

地址：海湖新区文景街
新华联 2期久久酒藏馆

公司本着“质量第一，用户至上，诚信为本，
药真技精”的质量方针，高度重视质量管理工
作，以 GSP 要求作为公司经营的行为准则来适
应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发展和保障用药安全。
公司旗下各门店均开通了属地医保，西宁地区门
店在开通省、市医保的基础上还开通了海南、海西
等州县医保。

为回馈新老顾客对我公司的支持，
我公司特推出慢性病用药及常用药的特
价优惠活动（详情到店咨询）。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地 址
1 青海灵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元烨堂大药房 杨延清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西海路 59 号（中海河山郡东门北侧）
2 青海灵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元亨堂大药房 季 存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多巴镇康宁路锦绣苑 22 号
3 青海灵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元鼎堂大药房 李增菊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镇和平路 8 号 2 号铺
4 青海灵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元春堂大药房 马文秀 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 351 号 2 号楼 351-39 号
5 青海灵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乐都睿康大药房 王宝顺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古城大街 87 号西街商场 1 楼
6 青海灵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乐都睿祥大药房 王宝顺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引胜路新都花园小区牡丹苑 2 号楼 105 商铺

监督电话：18797272005

即日起至2022年6月30日

特价优惠

咨询电话：13639783279
地址：海湖新区世通国际北门

向西10米老酒鉴藏馆

常年高价回收各年份茅台酒、五粮液
等库存积压老酒、虫草等量大上门

阿祥老酒鉴藏馆

请扫二维码咨询更多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我国
疫情呈现点多面广、规模化与散发聚集
性疫情并存、多点多源多链等特点。“动
态清零”和“零感染”有何区别？如何救
治重症患者？五一假期怎样做好货运
物流保通保畅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有关专家作出权威解答。

“动态清零”不是绝对的“零感染”

“动态清零”和“零感染”有什么区
别 ？“‘ 动 态 清 零 ’不 是 绝 对 的‘ 零 感
染’”。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表
示，面对奥密克戎等变异株的挑战，在
丰富的防控实践中，我国积累了一套卓
有成效的防控措施，因时因势对防控措
施不断优化升级。

“‘动态清零’的核心内涵是快速发
现疫情，快速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断疫情
持续性的社区传播。”国家卫生健康委
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
长梁万年表示。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说，“动态清零”与“零感染”有着

本质区别。“动态清零”是对发生的新冠
肺炎疫情，发现一起、扑灭一起。“疫情
发现得越早，疫情规模越小，就越容易
做到‘动态清零’。”

李斌表示，“动态清零”最大限度保
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对于国家整体经济
社会发展的影响，路子是对的，效果是好
的，是中国防控疫情的制胜“法宝”。

“一人一策”救治重症患者

修订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加强对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培训……
针对当前应对奥密克戎感染重症的救治
情况，一系列精准救治举措与时俱进。

“一旦发生疫情，我们会选派高水
平专家团队赶赴当地，与当地专家共同
形成专家组。”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
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说，指导地方按照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
治的原则，将患者全部收治到高水平的
定点医院进行治疗。

她表示，下一步要注重识别重症的

高危因素，推动治疗关口前移，选定
综合能力强、救治水平高的医院作为
定点医院，并对重症患者实施清单式
管理，实施“一人一策”的个性化诊
疗方案。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是疫情防控
的基础，能形成较好的保护屏障。截至
4 月 28 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
超 33.4 亿剂次。60 岁以上老年人接种
覆盖人数 22708.8 万人，完成全程接种
21515.5万人。

“目前，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总体顺
利，加强免疫正在有序开展，老年人群
接种率也在逐步提高。”国家卫生健康
委疾控局负责人雷正龙说，国家卫生健
康委近期就老年人疫苗接种工作进行
了再动员、再部署，进一步提高重点人
群、老年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

多措并举保障交通干线畅通

制定出台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
证、货车司机“白名单”管理等制度，强
化重点地区物流保障……4 月 18 日，全

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后，交通运输部会
同有关部门全力以赴做好物流保通保
畅工作。

“截至目前，交通大动脉已基本打
通，港口航道网络畅通有序。”交通运输
部应急办副主任周旻说，4 月 27 日，全
国高速公路临时关闭的收费站和服务
区占比分别是 0.07％和 0.32％。

五一假期及今后，为保障发生疫情
地区民生物资供应，周旻表示，交通运
输部将深入推进健康码全国互认、一码
通行、码卡融合、规范赋码，精准实施货
车通行管控，提升通行效率。

“国铁集团将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物
资和电煤、石油、粮食、化肥等关系国计
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国铁集团客运部
副主任朱文忠介绍，对国计民生重点物
资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承运、优先配车、
优先装车、优先挂运，严格落实人、物、
设备、环境同防措施，坚决切断疫情通
过铁路输入链条。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新华社哈尔滨 5月 2日电 中共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 5 月 2 日选举许勤为省委书

记，胡昌升、王志军为省委副书记，当
选为省委常委的还有张安顺、张巍、
沈莹（女）、徐建国、王一新、杨博、李

玉刚、何良军、于洪涛。中共黑龙江
省第十三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
举张巍为省纪委书记。

新华社上海 5 月 2 日电（记者 吴振
东 朱翃）记者 2 日从上海市纪委监委获
悉，上海普陀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建东，党组成员、副局长黄耀红，养老服务
科科长刘颖华，长征镇社会事业发展办公
室主任吴友成，新长征福利院院长葛芳
等，对新长征福利院错转一名老人问题负
有责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张建东被党
纪立案，黄耀红、刘颖华、吴友成 3 人均被
免职并党纪立案，葛芳被免职并政务立
案。5人均接受进一步调查。

另据普陀区人民政府新闻办 2日发布
“情况通报”称，5月 1日下午，网传上海新
长征福利院在转运“死亡”老人时，发现老
人仍有生命体征。普陀区高度重视，第一
时间开展调查，并将老人转运至医院救
治，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

通报称，普陀区卫健委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吊销涉事医生田
某某医师执业证，并由公安机关对其立案
调查。如涉及其他人员的，依法依规处
理。普陀区民政局对新长征福利院启动
行政处罚程序，并派驻工作组进驻该福利
院开展后续工作。

“动态清零”和“零感染”有何区别

许勤当选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 因错转福利院老人

上海5名干部被问责

朱彤（左二）和科研人员在
珠峰登山大本营和绒布冰川间
徒步穿梭（5月1日摄）。

“巅峰使命——珠峰极高海
拔地区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正在
西藏珠峰地区开展。5 月 1 日，
为探寻高原反应对人体产生的
影响并获取一手数据，中科院院
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院长朱彤和部分科研人员，以
自己的身体作为实验对象，佩戴
测量血氧、心电监测的传感器，
在珠峰登山大本营和绒布冰川
之间来回徒步穿梭。为了获取
更多数据，科考分队将追踪在海
拔 5200 米、5800 米、6350 米、8848
米这 4 个高度活动的人群，开展
高海拔缺氧的人体健康效应等
科学问题研究。

新华社记者 姜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