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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记者从天津市滨海新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截至21日
18时，天津滨海新区完成核酸检测采
样103.2万人，实开采样点2282个。

天津市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副总指挥、副区长梁春早介绍
说，在此次大规模核酸检测当中，天
津市滨海新区按照相关要求建立指
挥体系，设置了 8 个应急处置小组，
全区核酸检测人数初步估计在 260
万人左右。

目前，共有 7400 余名医护人员
和6000余名社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
参与到此次核酸检测工作当中，其中
包含天津市其他区派出的支援人员
6800 余名，有效地保障了此次大规
模核酸检测的顺利进行。

11 月 20 日 0-24 时，天津市滨
海新区新增 5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天津市滨海新区于 21 日开始，
利用 2 至 3 天时间，对滨海新区全体
居民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

天津市滨海新区
核酸检测人数超过百万

新华社电 世界贸易组织 20 日
发布报告说，受出口订单快速增长拉
动，今年第三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强劲
反弹，但未来这一增长趋势能否持续
仍存在不确定性。

世贸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一期
《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显示，全球货
物贸易景气指数达 100.7，相较于 8
月发布的84.5有大幅提升。

世贸组织表示，为抗击新冠疫
情，二季度多地采取封锁和旅行限制
措施，造成全球贸易和生产大幅减
少；而随着疫情防控措施放松，三季
度全球货物贸易强劲反弹。不过，随
着前期受抑的市场需求释放完毕、企
业库存补给完成，四季度全球货物贸
易增长可能放缓。

世贸组织强调，目前全球贸易局
势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随着欧洲
和北美地区疫情反弹，多国再次出台
封锁措施，可能引发新一轮企业关门
或陷入财务困境。

10 月，世贸组织曾预测，今年全
球货物贸易量将萎缩 9.2%，明年将
增长 7.2%，但贸易规模将远低于疫
情前水平。

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
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其基准点。如
果某一季度的指数读数为 100，意味
着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符合中期趋势
预期。指数大于 100 表示该季度全
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
则显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低于预期
水平。

世贸组织 2016 年 7 月首次发布
全球贸易景气指数，通过采集主要经
济体的贸易统计数据，就当前世界贸
易的短期发展走向提供早期信号，为
贸易政策制定者和工商界提供更为
及时的国际贸易信息。

自 2019 年 9 月，世贸组织开始
分别发布《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和

《服务贸易晴雨表》报告，替代此前的
全球贸易景气指数报告。

全球货物贸易三季度强劲反弹

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社保
卡持卡人数已达到 13.29 亿人，覆盖
我国 94.9%的人口。每 5 位持卡人
中已有 1人同时申领电子社保卡，电
子社保卡申领总数已突破3亿张。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
电子社保卡，可以在网上办理社保关
系转移、养老金测算、境外社保免缴、
失业登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等 40
项全国性社保服务。此外，电子社保
卡的移动支付功能，已在 27 省的
224 个地市支持就医购药扫码结算，
在 22 个城市开通银联乘车码，市民
可以用电子社保卡扫码乘车。

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通过常用
的 App、小程序等，即可找到电子社
保卡线上服务。这些渠道包括国家
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小程序，
掌上12333，工、农、中、建、交、邮储、
招商、平安等各大银行，以及支付宝、
微信、云闪付等。

下一步，人社部门计划利用两年
左右时间，开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
息化便民服务创新提升行动，推进

“全业务用卡”，不仅在人社领域实现
身份凭证用卡、人社缴费凭卡、补贴
待遇进卡、工伤结算持卡，还将积极
推进“一网通办”，方便百姓随时随地
获取服务。

我国电子社保卡申领超3亿张
22个城市可扫码乘车

新华社电 阿富汗政府官员 21
日说，阿首都喀布尔当天上午发生多
起爆炸袭击，已造成 9 人死亡、34 人
受伤。

阿内政部发言人塔里克·阿里安
告诉新华社记者，21 日早高峰时分，
两伙武装分子分别在喀布尔第 7 警
区和第 17 警区利用轻型卡车发射
23 枚火箭弹，火箭弹击中第 10、第 4
和第2警区的多个地点。

阿公共卫生部新闻办公室通过

手机短信向媒体透露，火箭弹袭击造
成8人死亡、31人受伤。

喀布尔警方对媒体说，火箭弹袭
击发生前，有两辆轿车遭简易爆炸装
置袭击，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

目击者法哈德·穆罕默德告诉新
华社记者，有两枚火箭弹击中内政部所
属区域附近，一枚火箭弹击中信息与文
化部所属区域附近，造成多人受伤。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社交媒
体上宣布发动了火箭弹袭击。

阿富汗首都发生多起爆炸袭击

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5600 万
例，死亡人数超过 135 万，波及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疫情反复、资源告
急⋯⋯2020 年渐至尾声，而新冠阴
霾依然笼罩全球。这场百年不遇的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给各国政治、
经济、社会生活等带来重大冲击。

中国在做好自身防疫工作的同
时，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积极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展开合作、
分享经验并提供帮助，推动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实际行动向
全球传递信心和力量，得到了国际
社会的赞许。

团结抗疫 大国担当

呼吸机、监护仪、B超机、X光机⋯⋯
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尚东医
院，这些来自中国的医疗设备让医
生和护士可以随时监测新冠急重病
人情况。

医院负责人李传宇告诉记者，医
院从7月下旬开业到现在接诊了100
多位新冠病患，多名危重症患者转危
为安。

疫情当前，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
武器。当他国抗疫遇到巨大困难时，
中国没有袖手旁观：中国企业在非洲
多国免费改造新冠定点医院；中国医
疗专家组千里奔赴多国，倾囊相授宝
贵防疫经验；中国与阿联酋、巴林开
展的全球首个新冠肺炎疫苗Ⅲ期临

床实验平稳、高效推进⋯⋯
中国发起新中国史上规模最大

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截至目前，中
国已至少向34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
专家组，向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抗疫援助。中国同时与国际社
会建立起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物资
流通“绿色通道”、粮食运输“生命通
道”，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助
力世界经济尽快复苏。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中国向遭受
疫情的国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为国
际社会树立了良好典范。

巴基斯坦政治分析人士穆罕默
德·阿基勒·纳迪姆表示，面对新冠疫
情，中国展现出负责任大国担当，在
全球抗疫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生动体现。

支持国际组织 践行多边主义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性挑战，世
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多边主
义。“纵览当今世界，人们不难发现，
强化而不是削弱国际合作，才有可能
更好地实现人类共同福祉。”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践行多边主义，中国从未缺位。
在自身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的情
况下，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发起的全
球人道应对计划，向世界卫生组织提
供 5000 万美元现汇援助，用于支持

开展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
中国宣布两年内提供 20 亿美元

国际援助、与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
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建立30
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中国新冠
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
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
议”⋯⋯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
利克·科尔容巴耶夫评价说，新冠大
流行下，唯有各国精诚团结、紧密合
作，才能应对如此严峻的公共卫生事
件。中国无疑为各国加强合作树立
了典范。

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总书记
拉斐尔·图朱说，当下单边主义甚嚣
尘上，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
者，正用行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同时积极支持世卫组织领导的全
球抗疫事业。

行久致远 砥砺前行

一场肆虐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
凸显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必
要性与紧迫性，而筑牢健康基石、完
善卫生安全体系，更需细水长流、功
在平时。在与国际社会并肩抗击新
冠疫情的同时，中国一如既往采取种
种措施助力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公
共卫生领域挑战。

疫情蔓延，安哥拉多项建设都按

下了“暂停键”。然而，来自中国铁建
二十局集团安哥拉国际公司的工作
人员依然坚守岗位，只为让卡宾达省
的人们尽早用上干净的自来水。按
当前进度，60万安哥拉人在今年年底
就能彻底摆脱不清洁水源的困扰。

在赞比亚大学教学医院，尽管当
地医护人员新冠感染率一度高达
9%、两名影像科医生感染新冠，中国
援赞医疗队队员刘一强依然不顾危
险坚持完成了赞比亚首例巨大脑膜
瘤经皮穿刺脑血管造影栓塞术，开创
了该国神经介入医疗的新篇章。该
医院首席总监亚历克斯·马库佩说，
是中国医疗队让赞比亚人获得了更
好的医疗。

口罩、消毒液、食品、生活用品⋯⋯
在柬埔寨磅清扬省一个小村庄，10个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家庭和上百名村
民在疫情中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关
爱。中柬“爱心行”项目柬方负责人
谢莫尼勒说，疫情之下，尽管一些患
儿无法去中国接受手术治疗，但我们
的工作从未停止。

利民项目、暖心工程，中方为维
护全球人民的健康福祉始终在贡献
自己的力量，世界真切感受到了中国
矢志不渝的合作精神和大爱情怀。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
继续与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
业发展，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心 手 相 牵 命 运 相 连
—— 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世界回响

21 日，北京迎来今
冬首场降雪。

图为游客在北京慕
田峪长城冒雪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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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来自上海市卫生健
康委最新消息，截至 21 日 22 时，20
日确诊的 2 例本地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相关排查情况如下：密切接
触者 91 人，其中在沪 90 人，在外地

（江苏扬州）1 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密接的密接213人，核酸检测
结 果 均 为 阴 性 。 相 关 筛 查 人 员
15416 人，检测结果 15415 人为阴
性，1人为阳性。

这名核酸检测呈阳性人员为男
性，29 岁，系 11 月 20 日确诊病例吴

某某机场货运站同事，作为筛查对
象进行核酸检测。11 月 21 日晚，经
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复核，结果为阳性。经市级专家会
诊，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诊断为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上海市、区相关部门立即行动，
已组成联合流调专家队伍，全面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正在追踪排查相
关人员，对相关人员和环境采取相
应的防疫措施。

上海新增1例
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上接 1 版 无论是在武汉市金
银潭医院、黄石市中心医院的重症病
房，还是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黄
石市疾控中心，都有江苏医务工作者
争分夺秒全力救治患者的身影。他
们在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监护病区，
创下了1小时收治40多名患者的“江
苏速度”。他们首创患者俯卧位机械
通气“糖果翻身法”、鼻肠管床边置入
等操作流程，被国家卫生健康委总结
推广。他们还成功实施了两例新冠
肺炎患者肺移植手术，创造了令人瞩
目的生命奇迹。

哪里最困难、哪里最危险，哪里就
有江苏医疗队的专家。最后留守的
20人国家专家督导组中，我省专家有
10 位，占据“半壁江山”。直到 4 月底
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全面“清零”，
这10位江苏专家才挥别“黄鹤楼”，这
也标志着江苏驰援湖北保卫战、武汉
保卫战的重大政治任务圆满完成。

“打胜仗、零感染”，是江苏援湖
北医疗队的庄严承诺，也是必须实现
的目标。在 80 多天里，江苏援湖北
医疗队共收治患者 5500 余人，其中
重症危重症 1400 余人，累计治愈出
院 3400 多人，为打赢武汉保卫战、黄
石保卫战、湖北保卫战贡献了江苏力
量，赢得中央指导组专家组的充分肯
定。医疗队凯旋之时，当地市民自发
组织表达感谢，“感恩江苏”“祝福武
汉”响彻天河国际机场候机大厅。

不惧风险，在“生死较量”中
拼尽全力

新冠肺炎是呼吸道传染病，病毒
传染性极强、破坏力很大，医护人员
近距离抢救病人，尤其是每一次面对
面插管抢救危重病人时，就面临一次
生死考验。

3 月 26 日下午 3 点半左右，江苏
省人民医院援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病
房内，一台生命监护仪发出警报声。
一位 80 多岁老人生命告急！金银潭
医院收治的全是危重症患者，有“风
暴中心”之称。

“患者年龄大、肺部细菌感染严
重，因脑梗神智不清，自主咳痰能力非

常差！”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科 ICU
副主任医师韩艺回忆道，当时操作空
间有限，她看患者床头和墙壁之间有
块狭小空间便想出办法——双膝跪在
老爷子床头的地上，她几乎与老爷子
面贴着面，双手托起他的下颌使用面
罩加压通气。10秒、20秒、30秒⋯⋯
氧饱和度上来了，韩艺赶紧打开老爷
子口腔实施插管，成功了！老人各项
生命指标稳步上升，化险为夷。

气管插管是最危险的操作之一，
因为插管时病人肺部会有大量含有
高浓度病毒的分泌物喷溅而出，有时
会溅到医护人员脸上和身上。但这
也是抢救病人生命的最关键动作之
一，如果不及时插管，病人很有可能
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

同样舍生忘死抢救生命的，还有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医生潘纯。
一天中午，一位50多岁的重症女患者
突发险情。“病人出现严重的呼吸窘迫
症，氧饱和度不断下跌，最低只有
65%，如果不进行气管插管，病人随时
面临死亡。”潘纯说，当时已来不及进
行更充分防护，仅穿着隔离服的他将
白色的正压通风系统往头上一套，就
为病人插管，好在完成仅用了 5 秒。
危急状况立即得到缓解，病人得救了。

这样生死攸关的操作，几乎每位
ICU 医生都遇到过。为了抢救生命，
江苏省人民医院专门成立了气管插
管、气管镜等15个突击队，曾在20天
内开展气管切开 4 人、气管镜检查 1
人、气管插管有创通气 12 人、无创通
气 6 人⋯⋯每一次操作，可以说都是
一次“生死较量”。

穿梭奔忙，“车轮上”战斗 5
万公里

我省派出精兵强将驰援湖北的同
时，江苏大地上的抗疫也在紧张进行。

1 月 20 日至目前，全省发热门诊
累计接诊150.7万人次，留观2.8万人
次，累计集中隔离各类人员逾14万人
次。从3月14日江苏本土重病例“清
零”到6月8日，全省累计报告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653例（其中本土631例、
境外输入22例），已全部治愈出院，实

现患者“零死亡”和医护人员“零感染”。
这一奇迹的背后，是全省数万名

临床、护理、检验、影像、感控等医护人
员主动请缨、不惧牺牲、忘我奋斗、无
私奉献。从除夕前一天，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杨毅就开
始了在“车轮上”的战斗：无锡去了 3
次，镇江去了2次，苏州去了2次⋯⋯
有时候一天穿梭在 3 个城市间，每到
一处，将所有重症患者情况查一遍、
指导当地医生救治要点。两个多月，
从苏南到苏北，从江苏到祖国东北、
西北，杨毅跑了近5万公里车程。

江苏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
组组长、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主任黄茂，自江苏确诊首例
新冠肺炎阳性患者起，就带着专家组
成员奔波全省各地会诊，最忙时一天
内辗转几个城市。

1 月 28 日起，设在省人民医院的
省远程医疗会诊中心，实现了和全省
定点医院以及湖北武汉、黄石等地医
院的信息对接，黄茂每天早上准时出
现在远程医疗会诊中心，为抗疫一线
危重症患者救治及时给出指导意见。

白衣作战袍，大爱显担当

吴地悬壶尽入楚，从此白衣成战
袍。有一段时间，因为病人蜂拥而
至，而医护人手不足、初期送达战

“疫”前线的物资也不充裕，生活保障
不能完全到位，但大家辛苦不言苦、
有难不畏难，始终保持高昂斗志。

隔离病房工作强度非常大，医护
人员常常兼任护士、护工、保洁员，每
个人都穿着严实的隔离服满负荷工
作。有位护士一个班次走了1.6万步，
换下的空吊瓶多达 148 个。2 月下旬
的一天，武汉气温大幅上升。穿着里
三层外三层的防护服，无锡市第二人
民医院护士胡慧敏累得中暑晕倒。虚
脱了的她被同事及时发现救起，连喝
了8瓶矿泉水，终于转危为安。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
父母子女心连心。2 月 21 日清晨，苏
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主任医师李
晖，在湖北接到噩耗——他父亲因中
风病情恶化，于当日凌晨 1 点去世。

李晖是家中独子，指挥部立即联系相
关部门安排送他回家吊唁和办理送
葬事宜。可就在这时，李晖神情庄重
地向领队表示：他和母亲沟通后决定
不回去了，因为自己援湖北抗疫任务
还没有完成，回去后也担心增加后方
的压力。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李晖面
向家乡、双膝跪下，放声大哭⋯⋯

形势险、任务重、环境恶，在这场
伟大的抗疫斗争中，在湖北前线担当

“江苏军团”主力的，有许多年轻人。
统计显示，我省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中，80后和90后占比为70％。

抗疫期间，许多人看过这样一段
视频。76 岁的武汉刘大爷从重症到
危重、病危，最后用上了无创呼吸机，
江苏医疗队硬是把他从死神那儿

“拽”了回来。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护
士、90 后李娟娟一路陪同，两人相处
得如同爷孙。刘大爷要出院了，她戴
着口罩和护目镜来查房，甜甜地叫了
一声“爷爷”，刘大爷快乐地拉长声调
应了一声“哎——”，娟娟又问知不知
道她是谁，刘大爷一字一顿朗声答道

“小—可—爱”⋯⋯
宜兴市人民医院呼吸科护士许

雯娇，1998 年出生，是江苏援湖北医
疗队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去年 8
月才参加工作。面对支援武汉的任
务时，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而她的
父亲因直肠癌手术正在家休养，男朋
友遇车祸还要靠双拐走路。第一次
离家这么远、离开爸爸妈妈这么久，
她坚守在武汉医院，经受住了成长道
路上一次重大考验。

同样让人感动的90后，还有来自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护士庄丽燕，指
挥部本来安排她在后勤岗位，但她主
动申请到一线工作；江苏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的护士刘莉为了参加一线抗
疫，主动推迟了婚礼；江苏省第二中医
院的孙春选与女友相继来到武汉，两
人在不同的医院奔忙奋斗，互相鼓励
打气⋯⋯正是这群“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以坚定的职业信仰和精湛的专业
技能，为人民的健康筑起一道可以依
靠、能够遮风挡雨的铜墙铁壁。

本报记者 仲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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