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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因“7·20”特大暴雨灾
害全线网停运的郑州地铁陆续恢复
载客运营。

8月27日，郑州地铁1号线、2号
线一期和城郊铁路一期3条线路顺
利完成了由郑州市政府交通主管部
门委托的安全运营评估单位组织的
恢复运营专项安全评估。郑州地铁
发布消息称，由郑州地铁运营分公
司运营的1号线、2号线一期（刘庄站
至南四环站）、城郊线于9月12日6时
起恢复载客运营。

记者从多位郑州市民处了解
到，地铁停运后对出行造成较大影
响，给工作、生活带来不便，“尤其是
上下班的高峰期，整个堵成一锅
粥。”在地铁停运的日子里，市民们
一边期盼着地铁恢复运营早日到
来，一边适应着没有地铁的生活。

停运：
不光私家车，电动车也堵

律师陈先生告诉记者，此前当
事人可以前往律所咨询，律师也会
上门进行法律援助。但由于地铁停

运，交通容易堵塞，时间都变得完全
不可控，“我发现尤其是陇海路和中
州大道这里，每天上下班都堵到开
始怀疑人生，所以大家都盼着地铁
赶紧开通。”

市民崔女士则告诉记者，自己

家离地铁1号线比较近，周末带孩子
坐1号线去北环那边动物园、博物
馆、图书馆，活动范围较广。地铁停
运后活动半径顶多两公里。自从地
铁停运，郑州也不对车辆限号了，其
丈夫开车上班，因为开车的人多了，

拥堵比以前严重，所以通常会提前
二十分钟出门。

上班族程先生则说，之前大家
可能觉得是开私家车会堵车，就选
择去骑电动车。结果发现不光是私
家车堵，电动车也堵。自己平时坐
地铁的话，最多不超过40分钟。正
常情况下打车的话，其实这个时间
也能到。但如果遇上堵车，可能一
两小时就堵在路上了。地铁停运
后，自己上班出行成本一个月就一
两千块，“地铁再不开，可能工资还
不够打车的钱。”

开通：
朋友圈里每天都有人在问

程先生告诉记者，8月底的时
候，郑州地铁发过一次情况通报，说
是除14号线一期外，地铁有望在当
月底前陆续恢复运营。但后面一直
没有消息，大家都比较着急，天天都
在讨论开通时间。朋友圈里每天都
有人在问，今天地铁会开吗？

今年暑假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曹
同学也有着同样的期盼。曹同学说，

以前坐地铁的时候，都是用手机刷
刷视频看看小说，到站就直接下车。
地铁停运后骑电动车上班，需要时
刻注意周围的环境，还需要留心骑
行导航。而且小区里面能充电的地
方比较少，电动车又特别多，回去晚
了连充电的地方都没有了。

因此，地铁恢复运营的消息发
布后，郑州市民甚至创造了新的“城
语”——欢天喜“地”，因暴雨停运了
一个多月的地铁又回来了，郑州人
民“喜大普奔”。

据郑州地铁消息，恢复运营首
日，郑州地铁1号线、2号线一期、城
郊线执行周末运营时刻表，1号线上
线列车25列，行车间隔6分钟；2号线
一期与城郊线贯通运营，上线列车
25列，2号线一期行车间隔6分50秒，
城郊线行车间隔13分40秒。

此外，郑州地铁还称，9月15日
计划恢复2号线二期（贾河站至刘庄
站）、4号线、5号线载客运营，郑州中
建深铁公司运营的3号线同日恢复
载客运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任江波 实习生 周子杰 郑心怡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复杂。成都市疾控中心再次发出提
醒，希望大家在继续做好防护的同
时，保持平和的心态。

1、我们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
勤洗手、勤通风。尽量保持家到单
位两点一线的工作、生活模式。减
少外出活动避免参加聚会，尤其是
到人员密集或密闭公共场所。如确
需外出，特别是在小区搭乘电梯或
者到人员较为密集的公共场所时，
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并在洗手之

前不要用手触碰口鼻眼。
2、生活中要继续保持规律作

息，保持心情舒畅、避免不必要的
恐慌与焦虑。适量运动、充足睡眠、
戒烟限酒，合理膳食，提高身体对
疾病的抵抗力。

3、关注家庭成员的健康状
况，掌握体温情况。若出现发热、
干咳等可疑症状，应第一时间正
确佩戴口罩，并及时到定点医院
就诊、排查。

据成都市疾控中心官网

64人感染新冠，含15名小学生

莆田中小学幼儿园
今起暂停线下教学

莆田莆田
疫情疫情

12日下午，福建省莆田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
9月11日0-24时，莆田市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9例；报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7例。病例详情显示，其中最小3岁；包含15名

小学生，8名鞋厂员工。
据通报，截至12日16时，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64例，其中确诊病例32例、无症状感染者32例。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全

镇升为高风险区域，此外新增三个中风险区域：仙游县郊尾镇后沈村、仙游县赖店镇象岭村、仙游县园庄镇大埔村。
截至12日16时，共完成64例阳性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累计排查出密切接触者841人，次密切接触者1690人，集中医学观察1293

人。组织对涉及的枫亭镇全镇24个村居及周边5个乡镇人员的核酸检测，截至12日16时，核酸检测采样196758人份样本，已出报告
121087份。

此外，据泉州市卫健委12日消息，11日0时至24时，泉州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例（莆田市仙游县输入）；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
（莆田市仙游县输入）。上述2例感染者的工作地和感染地均为莆田市，现住地为泉州市泉港区，为枫亭镇与界山镇两者地域相邻的村。

福建莆田疫情
至少已形成4代传播

福建此次疫情发现于9月10日
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一小学，该校
对在校学生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时，发现2名学生（为亲兄弟）核
酸阳性，立即扩大核酸筛查，又发
现4人（1名学生和3名家长）核酸检
测结果呈阳性。其中病例1和2是亲
兄弟（分别为12岁和10岁的小学
生），病例3和4是病例1和2的父母
亲，病例5是病例1的同学，病例6是
病例5的父亲。

据微信公众号“健康幸福仙
游”披露，经专家研判，其中1名
学生家长林某杰（病例6）疑似为
本次疫情源头，即新加坡入境人
员导致的传染链条。健康时报记
者梳理发现，这6例确诊病例已
形成4个代际的传播：新加坡入
境人员病例6（第一代）传给其儿
子病例5（第二代），病例5传给其
同学病例1（第三代），病例1又传
给了其父母病例3、4和亲兄弟病
例2（第四代）。

9月11日，莆田市卫健委主任
姚冰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
前已将此次疫情部分相关病例的
标本送至福建省疾控中心进行基
因测序，结果初步判定为德尔塔
毒株。

福建全省各级各类学校
19日前完成新一轮核酸检测

9月12日，福建省教育厅、省卫
健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秋
季学期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
对本校今年放暑假以来，有境外和
国内高中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旅居
史、接触史的师生员工开展全面摸
底排查、单独登记造册，作为重点
人群，加强健康管理，务必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各级各类学校原则
上在9月19日前组织全体师生员工
完成新一轮核酸检测工作。其中上
述纳入登记造册的重点人群和来
自泉州、莆田的师生员工在间隔4
天后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9月12日下午，莆田市教育局
发布关于全市学校暂停线下教学
改为线上教学工作的通知，要求
全市中小学（有住宿条件和全封
闭管理条件的高三年级除外）、幼
儿园、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从2021
年9月13日起暂停线下教学。在暂
停线下教学期间，属地教育行政
部门和各学校要按照相关规定要
求组织线上教学。

为了防控疫情，12日，莆田市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12日起，暂
停棋牌室、影剧院、网吧、酒吧、培
训机构等有关室内公共场所的运
营活动；在莆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
离开本市，如因就医、特定公务等
确需出入的，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

综合央视新闻、北京青年报

成都市疾控中心：
继续做好防护 保持平和心态

在近期多地的疫情通报中，出现了个别患者经过几轮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后，检测结果由阴转阳的现象。9月12日，福建莆田疑
似疫情源头曾三次核酸阴性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有网友提问，
新冠病毒是否变得更狡猾了，才能“躲避”多次核酸检测。

对此，专家表示，公众不用过分担心德尔塔毒株感染者大量
出现“超长潜伏期”，多次核酸检测才检出阳性或与检测时体内病
毒量的多少、采样方式是否正确以及个体差异等相关。

莆田疫情疑似源头曾三次核酸阴性

多轮检测为何
出现阴转阳？

““灿都灿都””来袭来袭！！
浙江提升防台风
应急响应至Ⅰ级

浙江省气象局 12 日发布台风
紧急警报，今年第 14 号台风“灿
都”（超强台风级），当日 15 时其中
心位于浙江舟山偏南方向约 620
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最大风力
16 级。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
应急预案》，浙江省防指决定于 12
日18时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
升至Ⅰ级。

根据浙江省气象局预计，台风
“灿都”将于 13 日早晨到上午在浙
江舟山到宁波一带沿海登陆或穿过
舟山群岛（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之
后缓慢北上或在浙北北部到苏南回
旋少动，15日后期开始转向东北方
向移动，12日-15日将对浙江东部
和北部地区产生严重风雨影响。浙
江省自然资源厅已发布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红色预警。

受台风“灿都”影响，浙江宁
波、舟山、台州等地教育部门宣布
中小学校、幼儿园和培训机构停
课，并做好留校师生员工安全管理
和后勤保障工作。杭州机场已启动
Ⅲ级响应，13 日 11 时后出港航班
全部取消。铁路部门也对 13 日途
经杭深等线路的部分列车运行方
案进行调整。

此外，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
台风“灿都”可能于 13 日夜间登陆
上海南部。记者12日从上海市防汛
指挥部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获
悉，上海防汛指挥部已发出紧急通
知，要求台风“灿都”严重影响上海
期间减少出行、确保人身安全。全市
中小学、幼儿园13日下午和14日全
天停课。

据了解，根据气象预测，今年第
14号台风“灿都”将以每小时15公
里至 20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
向移动，13日至14日将给上海带来
严重的风雨影响。上海中心气象台
12 日 18 时已更新台风蓝色预警信
号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根据上海市防汛部门通知，13
日下午和 14 日全天上海中小学幼
儿园停止教育教学活动，托育机构
停止托育活动。13日和14日面向未
成年人的各类培训机构停止线下培
训。各学校、培训机构、托育机构要
做好因不知情而到校（机构）的学生
的相关安排。

此外，上海市防汛部门要求，按
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原则，立
即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13日中
午 12 时前完成应撤离转移人员转
移安置工作。同时，各安置点要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严格落实各项疫情
防控措施，确保安全。全市各公园、
室外旅游景点和游乐场所13日、14
日一律闭园。 据新华社

在莆田此轮疫情中，病例6
林某杰为新加坡入境人员、学生
家长，疑似为本次疫情源头。8月
4 日 ，林 某 杰 乘 坐 厦 门 航 空
MF852航班自新加坡从厦门机
场入境，在厦门定点酒店集中隔
离14天后，于8月19日点对点转
运至集中隔离点继续集中隔离。
8月19日、22日、24日三次核酸检
测均为阴性，8月26日起实行居
家健康检测。

记者梳理发现，除福建莆田
外，近期另一起核酸检测阴转阳
的病例来自广州。据广州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官网9月10日消息，
广州新增1例密切接触者新冠病
毒核酸阳性病例。通报指出，该
病例9月4日开始进行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隔离期间8次新冠病
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9月10日
核酸检测阳性。经专家会诊诊断
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没有新
增密切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
经专家研判，社区传播风险极
低。此前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宁
夏银川等地均曾报告过境外输
入人员在确诊治愈后，核酸检测
由阴转阳的情况。

9月11日，武汉大学中南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众不用特
别担心德尔塔毒株感染者会大
量出现“超长潜伏期”的情况，

“因为德尔塔毒株目前表现出来
的普遍特征，其一是传染力强，
其二是病毒载量高，所谓病毒载
量高，其实也意味着它很容易就
被筛查出来。”

载毒量高为何起初仍检测
不出？8月10日，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感控科医生湛玉晓接受
采访时指出，多次核酸检测才检
出阳性，可能跟当时体内病毒量
的多少、采样方式是否正确以及
个体因素差异等相关。事实上，

早在今年春节期间，在多地新冠
疫情复阳病例中同样也存在多
轮核酸检测由阴转阳的现象。今
年1月，“河北石家庄有人核酸检
测6次才呈阳性”曾登上网络热
搜榜。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
健曾于1月17日接受央广网采访
时分析指出，核酸检测由阴转阳
有多方面的原因，随着全世界范
围内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多，疾病
呈现多样性。可能存在少见的长
潜伏期病例，也可能是密切接触
者在解除隔离时，核酸检测试剂
敏感性存在问题，还有可能是密
切接触者在隔离期间被感染，各
种情况都可能存在。据澎湃新闻

德尔塔毒株载毒量高
为何起初仍检测不出？

莆田病例入境隔离后
曾3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新
闻
分
析

郑州地铁时隔近两月后陆续恢复载客运营

9月12日晚，医护人员在莆田仙游连夜开展核酸检测

郑州地铁首批3条线路恢复载客运营 图据大河网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21245期开奖
结果：44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21104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07 01 17 20 28 22 蓝色球
号码 15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21245期开奖结果：926，直选：
13775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
选6：29918注，每注奖金173元。
（42538786.87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21245期开奖结果：92624，一
等奖73注，每注奖金10万元。
（366769234.48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
21106期开奖结果：479028+
5，一等奖2注，每注奖金500万
元 ；二 等 奖 21 注 ，每 注 奖 金
22811元；三等奖73注，每注奖
金3000元。（245039738.46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 21104 期 ：
030103300103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21104期：030103300103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
平 负 第 21104 期 ：
1033300003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21104期：33132112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1年1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