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部分區域推核酸自助採樣
降低交叉感染風險 有社區要求先抗原陰性再核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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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新增病例數持續高位增長，
部分區域開始試行核酸自採。香港

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北京豐台多個社區的
居民23日在家完成了自助核酸採樣，想
要嘗試自採的居民可自行在「核酸試劑」
箱裏取一份「自測物資」，包括一管粉色
試劑和與家人數量相等的棉籤，並做好登
記。居民按照操作指南，一家人使用一
管，採集完成後裝進封裝袋，再自行投放
到社區設置的「採樣樣本」回收箱即可，
每天上午11點和下午3點兩個時段有工作
人員取走樣本箱。

側重於服務網課學生家庭
有市民表示，自主核酸採樣不用排隊節
省了時間，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風險。香港
文匯報記者查閱發現，市民核酸自採需先
掃碼或搜索「聲智健康」小程序，點擊掃
描試管碼，填寫詳細住址信息並上傳數
據。核酸自採完成後，在小程序內點擊
「我的核酸」，即可在核酸檢測紀錄中查
詢到核酸檢測結果。據悉，目前北京市核
酸自採服務還在試行階段，側重於服務網
課學生家庭，大病或重疾老人家庭。
北京市豐台區一社區日前向轄區居民發
布消息，通知自22日開始，居民需先自
測抗原陰性後，拿着陰性試劑盒才能去社
區指定核酸點位做核酸檢測，如居民自測
抗原結果陽性要立即向社區報告。

自採基於減少聚集理念
「核酸自測相當於抗原檢測的『翻
版』，算是一種新嘗試，具體效率還有待
觀察。」一位公衞專家接受媒體採訪時表
示，「北京開始核酸自採，主要還是基於

減少聚集的理念。」一方面，核酸檢測需
要居民外出排隊，這個過程中，存在交叉
感染風險；另一方面，很多基層城市的核
酸檢測能力跟不上，通過這種方式可以有
所緩解。
事實上，北京並非首個開展核酸自採的
城市。11月18日，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
斯轄區的康巴什區開展自採核酸培訓演
練，不同的是，居民需外出至核酸採樣
點，在核酸檢測人員的指導下，進行自
採。
流行病學專家、復旦大學公共衞生學院

教授姜慶五告訴媒體，任何一項檢測措
施，尤其需要在大規模人群中開展的程
序，需要國家藥監局層面的審核、批准和
評價，以平衡檢測質量、技術可行性等問
題。在簡化防疫措施和紓解醫療資源壓力
的前提下，保證檢測結果準確性是基本要
求。

專家：加強抗原檢測應用
11月20日，「北京通州發布」公布了
11月13日以來通州區的風險點位。有媒
體查詢發現，在列出的70餘個風險點位
中，核酸檢測點和核酸採樣點出現的次數
超過30次，除去重複的，有超25個核酸
檢測點涉入其中。一位病毒學家表示，逐
步採納核酸自採和抗原檢測，是防疫走向
科學精準和可持續化的有益嘗試。自採既
適用於核酸檢測，也適用於抗原檢測，
「相較而言，抗原檢測的優勢更明顯」。
這位病毒學家說，儘管中國抗原檢測試劑
在全球防疫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內地目
前還沒有將其充分應用起來，未來應該逐
步加強抗原檢測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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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從24日舉行的北京市

新冠疫情新聞發布會獲悉，23日北京市新

增509宗本土確診病例和1,139宗無症狀感

染者，其中328宗為社會面篩查人員，佔新增確診者比例超兩成。香港

文匯報記者獲悉，為減少核酸檢測過程中的交叉感染，北京部分區域開

始啟動核酸自採，有社區要求居民先自採抗原陰性後才能去指定核酸點

位做核酸檢測。據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11月24日通報的疫情數據，內

地11月23日報告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3,927宗，新增本土無症

狀感染者27,517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廣州新增病例逐日遞減，但數據處於
高位。在24日舉行的廣州市疫情防控發
布會上，廣州市衞健委副主任張屹表示，
為進一步貫徹落實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優
化疫情防控二十條措施，更加科學精準做
好風險區域內的人員疏解，保障相關居民
返程需求，全市各區將分批有序開展風險
區域人員的疏解工作。截至目前，廣州海
珠區已有1,414名居民登記了返鄉需求，
在完成健康監測後，將在防疫團隊的保障
工作下陸續搭乘交通工具返鄉。

社會面感染者接連上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23日全天，廣州

新增本土感染者7,620宗，比前一統計日
少增250宗，這也是自11月18日以來，
新增感染者連續第6天遞減。香港文匯報
記者統計發現，自10月22日海珠區報告
聚集性疫情以來，廣州本輪疫情本土感染

者已突破10萬宗。
雖然廣州新增感染者連續下降，但社會

面發現的感染者在近幾日接連上升，11月
23日當天共發現50宗。香港文匯報記者
從發布會上獲悉，連日來，廣州疫情日趨
複雜，各區疫情出現「此起彼伏」的現
象。比如海珠區康鷺、大塘、龍潭三個片
區，管控人群72小時新增感染者數量環
比下降，但鳳陽街金紫里片區、江海街台
涌片區的疫情風險升高。白雲區社會面感
染者數量較前期有所回落，天河、花都、
從化、增城、番禺又均出現局部聚集性疫
情，涉及集體單位或城中村等人員密集區
域，社會面傳播風險高。

海珠區規範疏解防風險外溢
海珠區相關負責人在發布會上表示，近

期，海珠區根據全市統一安排，結合當前
疫情形勢，迅速制定實施方案，按照「分
類施策、科學精準」的原則，規範做好疏

解工作，嚴防疫情風險外溢。對於連續3
天以上沒有新增病例的各單元和各樓棟，
通過一一上門的形式，做好返程意願登
記，並收集好近5日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形成集中健康監測人員的大名單。截至24
日，海珠區康鷺、大塘、龍潭片區已有
1,414人開展集中健康監測。監測結果無
異常後，將為自願返鄉者提供購票乘車等
服務。

連續六日感染數遞減 廣州分批疏解風險區人員

◆24日，多輛食品專用槽罐車，往來海珠
區管控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為減少核酸檢測過程中的交叉感染，北京部分區域開始啟動核酸自助採樣，有社區要求居民先自測抗原陰性後才能去指定核酸點位
做核酸檢測。圖為夜色中北京一處核酸檢測點，工作人員正在查驗登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由中國鐵路西安局集團開行的首趟中歐
班列家電出口專列，23日從西安國際港站
發車。這列滿載着中國製造的洗衣機、電冰
箱等家用電器的專列，大約10至12天後抵
達歐洲，這也標誌着中歐班列長安號自
2013年11月首發以來，年度開行量首次突
破4,000列。截至目前，2022年中歐班列長
安號開行達到4,067列，運送貨物總重達
368.2萬噸，開行量、貨運量、重箱率等核
心指標穩居全國前列，為助力「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貿易互通，提供了充足的運能保
障。

50個貨櫃家電全部來自康佳
據介紹，此次開行的中歐班列家電出口
專列共有50個貨櫃，搭載的家用電器全部
來自中國知名企業康佳集團。該企業今年在
西安布局了西北地區最大的智能生產基地，
在中歐班列的助力下，實現了當年建成投

產，產品當年實現出口。「我們最近還拿到
了來自德國的5萬台洗碗機訂單，隨着家電
出口專列的開行，我們將依託中歐班列效率
高、成本低、覆蓋範圍廣的優勢，進一步拓
展海外市場。」陝西康佳智能家電總經理陳
釗表示，未來企業將把更多品類的家電產品
通過中歐班列長安號出口到中亞和歐洲。
由於中歐班列從中國到歐洲國家，要經

過不同國家不同軌距的鐵路，特別是一旦到
了各國國境口岸，都要換裝成本國鐵路能運
行的列車。此前換裝作業時因為沒有開行時
刻接續要求和限制，會產生較多無效停留時
間，無法做到快速順暢交接。今年10月26
日，經過中國國家鐵路集團與中歐班列開行
沿線國家鐵路部門磋商溝通，全國首趟境內
外全程時刻表中歐班列長安號在西安正式開
行，從而通過各規矩段鐵路班列時刻表的接
續，有效控制了中歐班列各環節作業時間，
消除了口岸站辦理列車換裝時的無效停留時
間，大大提高了運輸時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
報道）商務部部長王文濤18日應約
會見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消息指，
雙方對共同關心的中美經貿問題和
多邊、區域經貿問題，進行坦誠、
專業、建設性的交流。雙方同意繼
續保持溝通。商務部發言人束珏婷
在24日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進一步透
露，王文濤在會談中提出雙方應相
互尊重，求同存異，開展建設性合
作，並在互信基礎上找到解決問題
的具體路徑。

束珏婷表示，11月14日，中美兩
國元首在印尼巴厘島成功舉行會
晤，就中美關係中的戰略性問題以
及重大全球和地區問題坦誠深入交
換了看法。11月18日，商務部部長
王文濤在泰國曼谷APEC領導人非正
式會議期間應約會見美國貿易代表
戴琪。
束珏婷指出，此次會見是在兩國元

首會晤後，雙方經貿部門負責人的
面對面會談。會談是坦誠、專業、
建設性的，雙方就彼此關切的中美

經貿問題和多邊、區域經貿合作進
行了討論。

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
束珏婷稱，會談中，王文濤部長提

出雙方應相互尊重，求同存異，開
展建設性合作，並在互信基礎上找
到解決問題的具體路徑。王文濤部
長對美方出台的對華貿易投資限制
措施、涉台問題等表達嚴正關切，
建議雙方考慮對開放、包容、促進
團結合作的地區經濟合作倡議均持

開放態度。王文濤部長介紹了中國
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有關
情況，強調中方將堅持中國式現代
化，堅持對外開放，堅持持續改善
營商環境，堅持和平發展。雙方同
意繼續保持溝通。
束珏婷表示，中方認為，雙方面對
面交流有助於加深相互了解，加強
協調。下一步，我們將落實好兩國
元首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希望美
方與中方一道，推動中美經貿合作
早日重回健康穩定發展軌道。

商務部：中美要在互信基礎上找到解決問題路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一段解放
軍廈門艦與台防務部門馬公艦的視頻在網
絡上引發關注。視頻中，台灣馬公艦無理
喊話，廈門艦霸氣回應：你所謂的24海里
線不存在。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24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為廈門艦點讚：「關於廈門
艦的回應，我想給他們點個讚。」吳謙
說，台灣單方面劃設的這個線、那個線，
都是非法無效的，都無法改變台灣屬於中
國的事實，更無法阻擋中國人民解放軍捍
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前進步伐。
廈門號驅逐艦是海軍新一代導彈驅逐

艦，為052型系列驅逐艦的最新型號。據
環球網報道，島內媒體日前公布了一段錄
音文件，文件中顯示廈門艦在台灣東部海
域正常巡航時，隸屬於台防務部門的馬公
艦就喊話要求駛離。馬公艦通過無線電喊
話廈門艦，稱廈門艦即將進入台灣「24海
里警備區」，要求廈門艦馬上調整航線避
免出現安全問題。廈門艦當即霸氣回懟
稱：你所謂的24海里線根本不存在，請注
意用語。
當天另有記者問，據報道，美國國會下

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近日
發布年度報告，建議評估加強台灣防務的
方法，增強美在大陸攻台時的拒止能力。
請問對此有何評論？
「中方堅決反對美台軍事聯繫和美售台武

器。」吳謙指出，11月14日，中美兩國元
首會晤時，美國總統拜登重申不支持「台灣
獨立」，也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
台」，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我們希望美
方能够切實落實這一政策表態，恪守一個中
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以免進一
步損害中美雙方共同利益。」
吳謙強調，台灣是中國的，是中國領土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強化美台軍
事聯繫的做法都是干涉中國內政、違反美
方承諾的錯誤行徑，任何通過武裝台灣遏
制中國大陸的企圖都不過是癡人說夢，都
注定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座鋼鐵長城面前
碰得頭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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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班列長安號年度開行首破4000列

◆由中國鐵路西安局集團開行的首趟中歐班列家電出口專列西安發車。
2022年中歐班列長安號開行達到4,067列。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