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邓旆光 美编 刘静 校对 田仲蓉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要闻·国内
2021年8月7日 星期六

0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21208期开奖结果：520，直选：
10860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6：19758注，每注奖金173元。
（39732107.3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21208期开奖结果：52077，一等
奖 103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88090844.7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
21090期开奖结果：268704+6，
一等奖：0注；二等奖：4注，每注
奖金81478元；三等奖：60注，每
注奖金3000元。（215569537.49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
年10月8日）

体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
2021208期开奖结果：283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21090期全国开奖结果：05
15 18 19 22 23 28，特别号
码：09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到，由中国铁建铁四院设计的
新建福（州）厦（门）高铁泉州湾跨海
大桥6日成功合龙，这标志着福厦高
铁全线的关键控制性节点打通，中
国高铁即将迈入跨海时代。

泉州湾跨海大桥是世界桥梁领
域的里程碑工程。大桥全长20.29公
里，有9公里跨越泉州湾中部海域，
为我国首座行车时速超过300公里
的跨海大跨斜拉桥，建成后将成为
世界第四长跨海大桥。

以时速350公里速度行驶，大桥
设计如何在台风下保持稳固？海洋
环境下，腐蚀问题怎么处理？大地震
来了，桥梁能经受住吗？

据铁四院泉州湾跨海大桥设计
负责人曾甲华介绍，根据西南交通大
学风洞试验及风-车-线-桥耦合振
动分析等研究成果，泉州湾跨海大桥
可抵抗12级强台风，可实现高速列车
在海上按350公里时速稳稳飞驰。

此外，泉州湾跨海大桥引桥采用
双块式无砟轨道，通航孔主桥采用了
聚氨酯固化道床结构“固定”道砟，当
高速列车在海湾强风环境下高速通
过大桥时，可以有效避免有砟轨道碎
石道砟飞溅危及列车安全。

铁四院福厦高铁桥梁设计负责
人杨恒介绍，针对跨海大桥高湿高
盐强紫外线的强腐蚀海洋大气环
境，铁四院联合北京航空材料研究
院等多家单位，创新采用了钢梁超
长耐久防腐涂装体系，可实现钢结
构在强腐蚀海洋大气环境下30年及
以上的超长寿命耐久目标。

“大桥建成后将开启中国高铁
跨海时代，推动我国高铁跨海桥梁
的技术发展。”中国铁建铁四院桥梁
院总工程师严爱国说。

福厦高铁正线全长277公里，设
计时速350公里。铁四院福厦高铁指
挥长李平卓表示，福厦高铁是福建
省速度等级最高的铁路，建成通车
后，福州至厦门将从现在的2小时缩
短至1小时以内，海峡西岸城市群将
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据央视新闻

新华社郑州8月6日电（记者
翟濯）记者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郑州市
今日发布18号通告，规定全市居民
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进一步强
化疫情防控相关措施。

18号通告显示，郑州市全市居
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严格落
实“测温扫码”措施，减少人员流
动。其中规定中高风险地区内居民

“足不出户”，健康码标记红色；封
控区域内居民“足不出院”，健康码
标记黄色，每天每户可安排一人持
出入证（由社区办理）外出购置必
需生活物品；其他居民坚持“非必
要不出市”。

通告还规定，全市各级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除参

与疫情防控、灾后重建和值班值守
外，要有适当人员在岗在位，保持各
项工作正常运转；全市各类企业严
格落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
方防控责任，正常组织生产经营，员
工持有效证件和48小时核酸检测证
明，“点对点”严格扫码、测温和登记
管理后出入小区（村）、厂区。

此外，郑州市将暂停客运班
线，减少城市公交发车班次，规定
出租车、网约车不得进入中高风险
地区、不得出市区运营。养老院、福
利院、监所等机构暂停探视活动；
公共浴室、美容美发、娱乐场所、线
下培训、托幼机构等密闭场所暂停
开放；公墓、骨灰堂（塔陵）暂停祭
扫；宗教活动场所暂时关闭；餐饮
场所严禁堂食。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记者 陈
旭）记者6日从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二百三十三场新
闻发布会获悉，北京严格落实首都
国际机场客运、货运各环节疫情防
控工作，坚持“人物同防”原则，加强
服务保障人员管理，规范防疫工作
流程。同时，取消14个地区进京航班。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赵莹介绍，首都国际机场
严格落实北京市和民航局各项疫情
防控要求，确保国际客货运航班保障
人员不与国内航班服务保障人员混
流。针对涉及疫情保障各环节产生的
垃圾，由专业处置单位的专人专车、
按专用路线送到指定垃圾中转站，交
给有资质的专业处置单位处置。

赵莹介绍，目前各航空公司已取
消了相关地区到首都机场的航班，涉
及的地区包括南京、扬州、淮安、张家
界、常德、郑州、德宏州、宜宾、泸州、
沈阳、芜湖、成都（天府机场）、海口和
荆州。下一步，将根据疫情发展形势
和各地疫情防控需要，对相关城市进
京航班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

机场周边区域及服务保障人员
管理方面，北京市顺义区委常委、区政
府常务副区长支现伟介绍，严格实施

机场从业人员闭环管理，全面排查首
都机场集团成员单位在顺义区居住员
工情况，新增500间房用于相关从业人
员集中居住。对首都机场周边区域实
行分级管理，增加核酸检测频次；其
中，直接参与首都机场保洁、地勤等服
务保障的人员和国航工作人员（约3万
人），每周至少进行两次核酸检测。

记者了解到，北京已开展奥运
归国人员隔离接待准备工作。顺义
区已启用集中观察酒店22家5071间

房，同步做好隔离酒店储备工作，还
制定了密接、次密接、入境人员、国
际机组、外航机组5类人群集中观察
点防疫管控方案，更新防疫手册，进
一步规范工作流程。

关于入境人员，赵莹介绍，国内
其他机场入境不满21天的旅客需进
行闭环管理。该部分旅客抵达首都
机场后，将由公安人员登机带领旅
客，“手递手”交给政府工作人员，闭
环转运至集中隔离点。

北京：开展奥运归国人员隔离接待准备
14地抵京航班取消

◆◆各地疫情防控各地疫情防控◆◆

郑州：
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

我国首座跨海高速
铁路桥梁成功合龙

据新华社海口8月6日电（记者
赵叶苹） 海口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5日23时
通报，为强化空港交通枢纽的疫情
防控工作，海口暂停所有国际货运
航班起降美兰国际机场，并要求进
出港旅客（含接、送行人员）提供48
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5日，一名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货

运公司搬运工确诊为新冠肺炎病
例。海口市副市长凌云在当天通报，
海口迅速对美兰国际机场货运部区
域实行封闭管理，货运部工作人员
进行集中隔离观察，暂停所有国际
货运航班起降美兰国际机场；追踪
到密接与次密接者106人，集中隔离
管控到位并完成核酸采样；对病例
居住和活动轨迹涉及的24个点位实

行点状封闭管理，对云龙镇全镇实
施封控管理；美兰国际机场全员核
酸检测等。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同时
发布了免费退票提示，旅客在2021
年8月4日0时前已购买乘机日期在8
月4日至8月31日的国内机票，自8月
4日0时起至航班起飞前可以免费退
票，航空公司及其航空销售代理人
不得收取费用。

海口美兰机场暂停所有国际货运航班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一名被
感染护士行动轨迹引发网络关注。
据报道，7月20日，这名护士曾参加
一场据说“规模为800人”的婚宴。
经调查，这名护士是7月20日参加
的婚宴，7月31日确诊。按照《国家
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八版的规
定，确诊病例发病前2天、即7月29
日以来的接触者可判定为密接者
和次密接者。我们参考外省市向
前延长4天的做法，郑州市向前延
长5天、即把7月26日以来与她的
接触者定为密接者、次密接者。

这名护士参加婚宴的时间是在7
月20日，即她确诊前11天，因此，
婚宴当天和她同桌者、近桌者按
规定不能判定为密接者和次密接
者，更别说整个大厅的人员了。但
考虑到德尔塔病毒传播能力强、
速度快等特点，在场人员都经过
了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此外，网传“800人婚宴”夸大其
辞，当天参加婚宴者有402名客
人，60名工作人员，请大家不造
谣、不信谣、不传谣。

据大河网

被感染护士参加800人婚宴？
是她确诊前11天的事

最快30秒即可完成核酸采样
成都抗疫“黑科技”上新

占地5平米左右的白身蓝顶的“方盒子”，通过二维码扫描登记自助领取条码和干净试管，
最快仅需30秒即可完成核酸采样。这是成都疫情防控中投用的“黑科技”。

从采样仓到移动核酸检测车，从核酸检测试剂到疫苗研发，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过程中，不乏成都科技的力量。

除了移动核酸采样车之外，在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
不乏成都科技的力量。

成都格力新晖医疗装备有限
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去年9月，成都
格力新晖上线全国首台新能源移
动P2+核酸检测车，积极支持疫情
防控。近期，格力新能源移动P2+
核酸检测车也第一时间驰援南京，
展开一线核酸检测，这也是该产品
服务成都、洛阳、珠海、长沙、黑河、
河口、广州等地之后，再次以科技
创新助力疫情防控。

在这辆检测车里，整合了实验
室信息管理系统、高通量自动化样
本制备系统和空气净化系统，并搭
载高精端检测设备和数字化处理
技术，通过划分样本处理区、试剂
准备区、扩增分析区、灭菌区、缓冲
区、更衣区等区域实现样本的自动
提取、自动检测和自动管理，有效
减少人员接触病原体的可能，可对
采集样本进行快速检验、检测，安

全可靠、快速灵活、自动化程度高。
成都造的“黑科技”力量还在更

大范围、更广层面支持全球战疫。
在检测试剂盒方面，成都博奥

晶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全
自动核酸分析仪及配套的新型冠
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
盒（全集成碟式芯片法）获国家药
监局医疗器械注册，在珠海、兰州、
武汉等地的核酸检测中得到广泛
应用。

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的三靶
标核酸确诊试剂在新冠病毒环境检
测和病毒溯源中发挥了充分作用，
第一时间应用在包括成都、石家庄、
云南、黑龙江、广州等地，同时先后
获得了欧盟CE、美国FDA等认证，
已销往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

在疫苗研发方面，四川大学生
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的重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目前已在
开展三期临床试验，正在申请上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再检查一下压力表，通话系统
没有问题了吗？这道门必须时刻保持
关闭……”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
科门口的空地上，一个白身蓝顶的

“方盒子”十分醒目，这个像门卫岗亭
的建筑是一个抗疫黑科技——移动
式核酸采样仓。仓体里，四川事扬净
化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响正在指
挥施工人员进行最后的调试安装，很
快，这座采样仓就将正式“服役”，投
入到疫情防控的工作中。

近距离观察采样仓可以发现，这
座仓体非常“厚重”。“虽然看上去很

‘厚重’，但其实仓体本身的重量只
有一吨左右，配合仓体下方的车轮
和支撑部件，可以很方便实现移
动。”李响介绍，仓体的研发设计是
由企业和四川大学共同完成，初衷
是为了加强对医护人员的保护，为他
们营造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同时降
低采样过程中居民与医务人员之间
交叉感染的几率。

整个仓体大约占地5平米左右，
在进门的入口处是更衣间，顶端配备

了紫外线和酒精消毒系统，更衣间和
操作间通过门帘实现隔离。走进操作
间，可以看到一墙壁处安装了空调，
相邻的墙上还挂有数显表，可以显示
日期时间和室内温度。两张操作台呈
90°摆放，一处可以放置电脑等电子
设备，另外一处紧贴窗口，通过两层
玻璃与外界隔开，并在窗口上设置了
可以向外伸出的橡胶手套，方便医务
人员对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通过仓体内部的正压系统，可
以完全保证外界空气经过过滤后进
入，同时内部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气体
通过‘新风系统’过滤后排出，充分保
证医务人员的安全，理论上，医务人
员是可以不用穿着防护服工作的。同
时恒定的温度，也可以让医务人员在
高温、下雨等天气下有一个相对舒适
的工作环境。”李响说。

“比较独特的设计在于，使用采
样仓进行核酸检测时，除了采样需要
医务人员通过从内向外伸出的手套
手动完成，其余的都可以由居民自主
完成。”李响介绍，以往居民在医院进

行核酸检测需要线上挂号、缴费，然
后到核酸采样点登记确认，再领取试
管和条码进行核酸检测，除了挂号缴
费可以通过手机操作外，其余环节都
需要人工操作，整个流程最快大约需
要花费几分钟时间。“考虑到效率提
升，我们在采样仓的窗口处设置了二
维码扫描登记，居民在排队时直接扫
码填报信息后会收到一个电子条形
码。开始检测时，直接打开电子条形
码扫描就可以自助领取条码和干净
试管，采样结束后，样本直接可以放
置在仓体角落的回收箱内。”李响表
示，根据理论测算，整套检测流程下
来，最快仅需30秒，采样效率提升
90%左右。

目前，移动式采样仓已经在成都
市第一、二、三、五、六人民医院陆续
投入使用，绵阳、泸州等市也正在咨
询订购。“下一步，产品还要继续进行
升级，针对老年人、小孩这些群体，如
何让他们更加便捷地完成登记采样，
还需要我们和高校、相关部门以及医
疗机构共同探索。”李响说。

最快30秒 采样效率提升90%左右

驰援多地 科技战疫中的成都力量

特别
提醒 为倡导粉丝理智追星，履行企

业主体责任，微博决定下线“明星势
力榜”。

“明星势力榜”于2014年上线，
设立的初衷是为打破当时单纯以粉
丝数量、互动量作为评价明星影响力
的标准，依托明星微博活跃度、阅读
量、社会影响力等，以微博真实数据
为依据，客观反映明星综合热度、公
益正能量传播力和全站媒体影响力。

随着参与明星和粉丝的日益增
多，“明星势力榜”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由于最近一年来部分明星粉丝
群体非理性应援、刷榜等问题愈演
愈烈，对明星势力榜评分机制形成
挑战，榜单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明星
的社会影响力，也与健康的星粉互动
生态产生偏离，微博决定将“明星势
力榜”下线，进行多维度改造升级。

未来，微博将探索全新的融合
媒体评价、作品评价的综合评价体
系。在微博平台数据基础上，新榜单
将引入第三方评分数据，拟从媒体
影响力、作品影响力、正能量指数、
艺人活跃度、商业价值等维度综合
评估明星影响力，打造明星全面影
响力榜单。全新的评分机制将遏制
粉丝集资、打榜、控评等行为，倡导
粉丝理智追星，鼓励明星以作品、公
益等内容与粉丝进行良性互动。

据澎湃新闻

微博决定
下线“明星势力榜”

8月6日，北京窦店公安检查站民警在对进京人员进行查验

记者从四川省卫健委获悉，当
前正值暑期，是旅游、出行的高峰
期，人员流动性大，感染风险增加。
专家呼吁，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
建议暂缓跨省、跨市出行。必须出
省的人员，务必做好个人防护，

入（返）川后，请主动进行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让家人更安全、出
行更方便！如果检测一次还不放
心，建议间隔两日再做一次！让家
人更安全、出行更方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四川省卫健委：

建议暂缓跨省、跨市出行
入（返）川后请主动进行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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