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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众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费用问题，1月9日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权威回应：
在知情自愿的前提下，居民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所产生的
疫苗费用和接种服务费用，
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
担，个人不负担。

“由于建立免疫屏障需要
相当大比例的人群接种疫苗，
因此有必要采取特殊的举措，
来解决接种疫苗所需的费用
问题。”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
长李滔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发布会上说，目前，正在配
合相关部门研究拟定疫苗附
条件上市后，疫苗接种费用保
障的细化操作方案。

李滔说，通过主要动用医
保基金滚存结余和财政资金
共同承担新冠病毒疫苗及接
种的费用，不影响当期医保基
金的收支，也不会影响公众看

病就医的待遇。从长远看，实
行全民免费接种疫苗，有利于
快速建立免疫屏障，维护正常
的生产生活秩序和经济社会
的健康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
医保基金长期可持续运行。

对于 2020 年 12月 15日
启动的这一轮重点人群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介绍，去
年12月15日以来，我国正式
开展重点人群的接种工作，迄
今为止，全国重点人群接种量
已近750万剂次，加上之前针
对高风险人群接种的160余万
剂次，我国已累计开展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900多万剂次。

“900多万剂次的接种，进
一步证明了我国新冠病毒疫
苗良好的安全性。”曾益新说，
随着新冠病毒疫苗附条件上
市，特别是随着生产供应保障
能力逐步提升，我们将全面有

序地推进高感染风险人群、高
危人群和普通人群的接种工
作，并实施全民免费接种。通
过有序开展接种，符合条件的
群众都能实现“应接尽接”，从
而构建起免疫屏障，阻断新冠
病毒的传播。

“新冠病毒疫苗的定价和
向全民免费接种是不矛盾
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
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
组组长郑忠伟表示，企业按照
新冠病毒疫苗公共产品的属
性，依据成本定价，政府相关
部门也会按照相应程序与价
格，向企业进行购买，为全民
免费接种。

曾益新表示，近期河北出
现的疫情状况表明，疫情防控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任务艰巨
繁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压力依然巨大。(综合新华社、
人民网消息）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个人不负担费用
将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

据新华社雅加达1月9
日电 印度尼西亚交通部官
员9日证实，印尼三佛齐航
空公司一架客机当天从首
都雅加达起飞后失联，之后
被发现坠毁在雅加达附近
海域。

据报道，当地时间9日
14时36分，这架载有50多
名乘客的波音737-500客
机从雅加达国际机场起
飞，前往西加里曼丹省首
府坤甸，14时40分左右与
地面失去联系，之后被发
现坠毁在雅加达千岛群岛
区域的海域。

实时航班飞行状况服
务商“24小时飞行雷达”在
推特上发文说，这架客机在
起飞4分钟后，其飞行高度

在不到1分钟内急降1万英
尺（3048米）。

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消息，印尼方表示经初步核
实机上无非印尼籍乘客。

另据新华社雅加达 1
月 10日电 印度尼西亚国
家交通安全委员会10日证
实，搜救人员已经确定了印
尼三佛齐航空公司失事客
机黑匣子的位置，相信黑匣
子很快就会被打捞出水。

据印尼媒体报道，印尼
海军当天上午在雅加达西北
部海域捕捉到疑似失事客机
发出的信号，潜水员随后在
信号发出的位置发现飞机机
尾残骸。目前搜救区域主要
集中在雅加达千岛群岛区域
的拉基岛附近海域。

新华社北京1月 9日
电 记者 9 日从公安部获
悉，2020年，各地公安机关
共查处各类扰乱医疗救治
秩序案件290余起，排查
整改医疗机构治安隐患2.3
万余处，排查化解涉疫涉
医矛盾纠纷7.2万余起，涉
医 刑 事 案 件 同 比 下 降
29.2%。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公安部部署各地公安
机关迅速提升定点医疗机
构勤务等级，按照“一院一
专班”原则，每日部署10万
余名警力对全国2800余家

定点医疗机构实行24小时
重点巡防，依法快侦快破
涉医违法犯罪案件，全力
维护定点医疗机构安全有
序运转。

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
后，入境隔离点所在地和
边境城市公安机关按照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
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
全面落实转运、治疗、隔
离、留观等措施，强化隔离
点内部安保及周边安全秩
序维护，加强交通安全保
障，确保了入境人员从国
门边境到隔离点的安全。

2020年涉医刑事案件
同比下降近三成

印尼一架客机坠毁
黑匣子位置已确定

本报讯 郑州市中小学寒
假时间确定了！昨日，顶端新
闻·大河报记者从郑州市教育
局获悉，2021年寒假有关工作
安排通知已下发。

郑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寒假从2021年 2月 3日开
始，2月28日结束，3月1日
正式上课；普通高中学校寒
假从2021年2月4日开始，2
月28日结束，3月1日正式上
课；幼儿园开学时间原则上
不早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具
体时间由各开发区、区县（市）
统筹安排。

郑州地方高校的假期工
作安排，按照省教育厅的统一

部署和要求进行，错峰安排放
假和复学，并将具体安排报对
口教学业务主管处室备案。
郑州市市属职业学校寒假起
止时间，由各校根据有关规
定，结合本校实际情况自行安
排，原则上开学时间不早于中
小学，具体安排需报对口教学
业务主管处室备案。

需要注意的是，如疫情防
控部门或上级教育行政部门
有新要求，寒假时间将适时调
整。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各校
要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学习
特点和学生居家学习实际，制
定切实可行的线上教学预案，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延期开学

后的紧急需要。
郑州市教育局要求，学校

要继续按照疫情常态化防控
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妥善做
好假期疫情防控工作。特别
提醒的是，校外师生要减少不
必要外出，原则上不前往国外
和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不跨省
域长途旅行，确需离开居住地
的，须向学校报告时间表和路
线图，学校要清晰掌握师生假
期行踪。

此外，2021年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和普通高中学校的暑
假时间为 6月 25 日至8月
24日。

郑州市中小学寒假时间确定
校外师生确需离开居住地的，须向学校报告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谭萍

据新华社济南1月10
日电 山东省纪委监委近日
公开曝光5起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典型问题。

滨州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李福友搞“形象工
程”、“政绩工程”等问题。
2016年，李福友罔顾当地
发展规划和财政资金紧张
的实际，以蒲河景观绿化为
名大搞形象工程，耗资
6000余万元，造成严重不
良影响。李福友同时存在
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受
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起诉。

曹县庄寨镇农业办公
室副主任张培忠、环保专职
人员刘学岭在环保治理工
作中搞“一刀切”问题。

2019年 3月，为完成大气
污染防治目标，张培忠、刘
学岭在未对辖区内木材加
工企业实地核查、未区分
企业是否符合生产条件的
情况下，采取“一刀切”
的处理方式，对辖区内相
关企业全部断电停产，致
使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不
能正常生产，造成不良影
响。张培忠、刘学岭分别
受到政务警告处分。

济南市长清区文昌街
道服务群众工作中推诿扯
皮问题，原茌平县市政公用
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
员李富国在燃气管理工作
中失职失责问题，龙口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建筑业管理
处原副主任夏信东等人行
政执法不作为乱作为问题，
也被一并公开曝光。

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

据新华社石家庄1月 10
日电 在10日召开的河北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河北省副省长徐建培
说，1月10日0时到10时，河
北省新增40例本地确诊病例，
全部在石家庄市。40例中有
26例为无症状转确诊病例，新
增6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自
1月2日以来，河北省累计发
现本土确诊病例223例，本土
无症状感染者161例。

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应急办主任师鉴说，基于
现今发现的早期病例发病时
间和病毒传代时间，初步估
计“零号病例”在2020年12
月15日之前引发当地传播的
可能性大，当前溯源工作仍

在进行。
师鉴说，本次疫情目前没

有看到明显拐点，扩散风险依
然存在。通过对来自石家庄、
邢台病例的样本进行基因测
序比对，可排除与中国以往本
土疫情的相关性，推断引发本
次疫情的病毒来自境外。本
次疫情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
列不含有英国与南非变异毒
株的氨基酸关键性变异位点。

师鉴说，截至1月9日14
时，这次疫情期间，河北共向
全国20个省份发送了38份协
查函，涉及的病例密切接触者
总数是119人，当地全部予以
协查，并予以回函，截至目前
没有发现检测阳性者。

此外，发布会上透露，河

北省对全省养老服务机构、寄
宿制学校、监狱和戒毒所、精
神卫生机构、党政群机关等六
类人群全部进行了核酸检测，
共检测549万余人，结果全为
阴性。

另据人民网石家庄 1月
10日电 据河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官方网站消息，根据国务
院应对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
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等
工作要求，自2021年 1月 10
日起，将石家庄裕华区天海誉
天下小区、桥西区白金公寓、
华润万象城，鹿泉区观峰嘉邸
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目前，石家庄藁城区全域
仍为高风险地区。

河北新增40例确诊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