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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

道）1月2日中午，在小

區做完核酸檢測之後，

陝西省西安市民袁敏說：「今天收到政府免費菜了，但願早日雲開疫

散。」據2日舉行的西安市疫情發布會消息，1月1日0時至24時，西

安市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22例，目前全市累計達到1,573例。香港文匯

報記者梳理發現，從12月26日起，西安市已連續8天發布新增本土確

診病例在百例以上。

西安市當日亦啟動重點區域核酸篩查
工作，宣布除雁塔區和高新區兩個

重點區繼續實行全員核酸篩查之外，其
他區域如7天內出現確診病例，方再開展
全員核酸篩查。同時，西安市亦採取多
種措施，加大居民物資供應，全力解決
居民買菜問題。

「敲門行動」篩查重點地區
「新增122例確診病例中，均為輕型。
從發現方式看，隔離管控中發現104例，
核酸篩查中發現18例。」西安市衞健委
副主任張波強調，對於街道（鎮）中病
例較多的社區和城中村等重點地區，西
安市將通過敲門行動，摸清人員底數，
確保核酸篩查不漏一人一戶。

呼籲市民做好居家隔離
張波表示，目前從近幾輪核酸篩查數
據來看，從社區檢出的病例還有一定比
例，社區傳播風險依然存在。「西安市
本土疫情正處於膠着對壘的關鍵階段，
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每一位市民都是這

場『對壘戰』的參與者和貢獻者。」他
呼籲市民理性對待疫情防控各項政策，
做好居家隔離監測，並杜絕扎堆聚集，
減少人員流動。
為更好地保障居民正常生活所需，除
了政府發放免費菜，目前西安市多個區
域都在鼓勵超市正常營業，物資進社
區。西安一方面鼓勵小區內部商店、超
市、果蔬店等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物資的
門店正常經營，為其提供營業補貼和貨
源保障；另一方面，鼓勵各類大型商
超、果蔬、糧油店以線下、線上兩種方
式進小區，並發放專項補貼。對於保供
企業人員和車輛的通行問題，當地亦表
示將辦理保供應工作通行證，確保人員
和車輛無障礙出行。
西安市民袁敏表示，元旦當晚，她收
到了政府發的免費菜，量非常大。2日當
天，小區的蔬菜供應點也比往常營業時
間更長，各種蔬菜和生活物資均比較豐
富。「聽說目前西安市很多小區正加大
物資供應保障，讓市民生活無憂居家抗
疫，相信一定會越來越好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山西日
報》新媒體綜合報道，中國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
專家吳尊友近日在參加2022網
易經濟學家年會上表示，低風
險地區沒必要倡導就地過年。
「低風險地區，沒有本地傳
播病例，沒有必要倡導就地過
年。因為風險來自接收地，因
為你輸出地方沒有病例，你讓
大家就地過年幹什麼？國家衞
健委已經明確表示，不要一刀
切，我們要堅持科學防控，精
準施策。高風險地區，病例數
較多，疫情沒有控制的地方，
為了防止擴散，可以倡導就地
過年。」吳尊友表示，「對普
通老百姓來說，很簡單，你的
出發點、你的目的地沒有疫
情，你就可以回家過年，沒有
那麼複雜，但你要注意好旅途
中落實好個人的防護措施，不
要在旅途當中感染，這個很重
要。」

每個人都需要打加強針
對於大家最近很擔心的「西
安疫情」，吳尊友表示，「雖
然現在西安疫情看着很嚴重，
但跟歐美比已經好很多了，通
常我們在1個至兩個最長潛伏
期內就能把疫情控制住。」
對於目前疫情常態化，吳尊
友還建議，「每個人都需要接
種疫苗，不是說90%就夠了，
每個人都需要接種疫苗，而且
每個人都需要打加強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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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小區逐步恢復正常物資供應，圖為西安蓮湖區豐登小區居民在小區採購蔬菜。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大連一市場火災8死
1消防員殉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1
月2日，據遼寧大連沙河口發布，2021年12
月31日11時11分，大連市鞍山路104號新長
興市場地下二層發生火情。當日13時，明火
被撲滅。截至發稿時，事故造成8人死亡，1
名消防員因公殉職。5人受輕傷，處置後，4
人留院觀察，1人已出院。公安部門已依法對
企業負責人進行控制，善後工作已全面展
開，事故原因正在調查中。

●●大連新長興市場火情現場大連新長興市場火情現場。。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
道，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
一，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張志軍分別在
2022年第1期《兩岸關係》雜誌發表題為
《共擔民族大義 共享盛世榮光》、《穩
舵揚帆 勇毅前行》的新年寄語，向廣大台
灣同胞致以新年祝福和誠摯問候。其中，
劉結一指出， 任何謀「獨」行徑和外部勢
力干涉企圖，絕不可能得逞。
劉結一表示，2021年是黨和國家歷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無論台海形勢如
何風雲變幻，時與勢始終在主張國家統一
的力量這一邊，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車輪

滾滾向前，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
擋。

搞「台獨」必遭迎頭痛擊
劉結一表示，台灣前途和同胞福祉繫於
祖國統一。統一後，台灣將真正永保太平，
經濟更加發展，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
諧，民生更加改善，在國際上更加安全、更
有尊嚴。兩岸優勢互補、融合發展，將為島
內經濟發展在「大循環」和「雙循環」中開
闢廣闊前景。台灣社會再也不受統「獨」紛
擾，可以聚焦民生福祉，為老百姓多辦好
事、解難事、幹實事。

劉結一指出，「台獨」分裂是祖國統一
的最大障礙，是台灣同胞利益福祉的最大
威脅。在全體中國人民堅定不移的決心、
無堅不摧的意志和日益強大的能力面前，
任何謀「獨」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企圖，
絕不可能得逞。搞「台獨」必遭迎頭痛
擊，絕沒有好下場。
劉結一表示，過去的一年，儘管有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和民進黨當局干擾阻撓，兩
岸各領域交流仍然蓬勃開展，同胞交往合
作廣泛密切。我們秉持的「兩岸一家親」
理念不會變，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發展機
遇的政策不會變，為台灣同胞辦實事做好

事的舉措不會變。歡迎廣大台灣同胞把握
時代機遇，積極投身兩岸交流合作，踴躍
來祖國大陸追夢築夢圓夢，共同譜寫兩岸
融合發展的新篇章。希望廣大台灣同胞看
清大勢所趨、大道所歸、大義所在，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
「台獨」分裂，共襄祖國統一偉業，共享
民族復興榮光。

張志軍：毫不動搖維護一中原則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張志軍也在《兩
岸關係》雜誌2022年第 1期上發表題為
《穩舵揚帆勇毅前行》的新年賀詞，張志

軍表示，我們毫不動搖地維護一個中國原
則和「九二共識」；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
發展思想，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穩
妥處理各類涉台突發事件和急難救助事
項，盡心竭力為兩岸同胞排憂解難；保持
與台灣各界聯繫，開展多種形式的互動溝
通，團結廣大台灣同胞繼續深化兩岸交流
合作，為維護兩岸交流合作勢頭發揮應有
作用。
張志軍指出，任何挑戰「九二共識」、
背棄一個中國的行徑，都是對兩岸和平的
挑釁、對同胞福祉的損害，必將積薪候
燎，自食其果。

劉結一：任何謀「獨」行徑絕不可能得逞

西安連續 天確診破百
市民元旦收大量免費菜
政府專項補貼鼓勵超市正常營業 保供人員和車輛無障礙出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1月2日介紹，
2022年鐵路春運自1月17日開始，2月25
日結束，共40天，全國鐵路預計發送旅客
2.8億人次，同比增長28.5%。按照火車票
提前15天發售的安排，2022年1月3日，
鐵路部門將開始發售2022年春運火車票。
國鐵集團運輸部負責人介紹，春運前中
老鐵路和贛深、安九、張吉懷、牡佳、杭
台、日蘭高鐵等新線開通運營，進一步提

升了雲南、江西、安徽、湖南、黑龍江、
浙江、山東等地區運輸能力。南昌至深圳
的京港高鐵南段新通道全線貫通，極大拉
近了南昌、合肥、南京、上海等中東部城
市與廣深地區的時空距離。

多地區通新鐵路 冬奧設閉環管理
而嚴格落實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疫情
防控總體方案，對京張高鐵清河、延慶、
太子城、崇禮4個冬奧服務車站，自1月21

日至3月16日實行為期55天的閉環和非閉
環管理，閉環人員與普通旅客互不交集；
對冬奧運輸服務專用車廂和專用列車，嚴
格做好通風消毒等工作，切實做好冬奧運
輸保障防控工作。
今年春運期間，北京、瀋陽、呼和浩
特、太原等地鐵路部門以及「中國雪都」
新疆阿勒泰將推出多條冰雪旅遊線。

「冰雪遊」主題列車 車內看賽事直播
其中，瀋陽局將打造「高鐵+冰雪旅遊」
新產品，設計開行多趟「長白山冰雪遊」
主題列車。京張高鐵「瑞雪迎春」新塗裝
復興號智能動車組上線服務冬奧，增加了
高寒模塊，能夠提升山區線路適應能力、
智能化水平和應急處置能力，降低氣動阻
力，在節能降耗等方面進行優化提升。車
內覆蓋5G無線網絡，可讓旅客在高鐵途中
觀看5G賽事直播、轉播。烏魯木齊開往
「中國雪都」阿勒泰的K9735次列車為方
便滑雪愛好者出行，在列車上車將開闢滑
雪角，集中為旅客放置滑雪器具，還專門
準備了繩子，幫助固定滑雪裝備。

春運鐵路旅客料達2.8億人次 增28.5％ 四川罐車撼客車8死19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據2日舉行的浙
江省政府新聞發布會消息，自2022年1月1日至2
日15時，浙江累計報告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10
例，均在寧波市北侖區。
浙江省衞生健康委相關負責人表示，根據現有流
調溯源信息研判，此次寧波市北侖區發生的疫情主
要有幾個特點：經省市疾控部門對首發病例標本基
因測序，屬德爾塔變異株AY.57進化分支，可以排
除與近期杭甬紹三地疫情的關聯性，為一宗獨立疫
情；除首發病例為因其他疾病擬住院發現外，其餘
病例均為在封控區內主動篩查發現；目前本輪疫情

高度集中在寧波北侖區申洲公司，溯源工作正在持
續進行中。

進京火車票停售 飛深圳航班取消
按照疫情聯防聯控的相關政策要求，1月2日起，
寧波各車站暫停發售至北京地區車站車票。寧波飛往
深圳的出港航班全部取消，恢復時間另行通知。寧波
機場所有出港旅客均需持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
明方能乘機。此外，寧波市北侖區人員嚴格限制出
行；寧波市其他區縣（市）人員非必要不出行，確需
出行的須持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寧波兩天10確診 屬一宗獨立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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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據四川綿陽
江油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江油市公安局2
日發布警情通報稱，1月2日下午2時53分
許，四川江油市中雁公路雙河鎮八角廟路段
發生一宗交通事故。截至目前，事故造成7人
當場死亡、1人送醫搶救無效死亡，另有19
人不同程度受傷，4輛車不同程度受損。
通報稱，1月2日下午2時53分許，四川江
油市中雁公路雙河鎮八角廟路段發生一宗交
通事故。
徐某威（男，漢族，36歲，四川省廣漢市
人）駕駛一輛車牌為川F80×××的重型半掛
牽引罐車（滿載粉煤灰）從江油市雙河鎮往
江油市區方向行駛過程中，與相向行駛的徐
某明（男，漢族，47歲，四川省江油市人）
駕駛的川B55×××客車（准載30人、實載
21 人）發生碰撞，失控後又與麵包車川
B309××、小汽車川B301××發生刮擦（小
汽車無人受傷）。
截至目前，事故造成7人當場死亡、1人送
醫搶救無效死亡，另有19人不同程度受傷，4
輛車不同程度受損。
目前，肇事罐車駕駛員徐某威（未受傷）
已被警方控制，受傷人員均已送醫救治，事
故調查、善後處置等工作正在進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