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首次迎战奥密克戎新毒株 BA.5.2

现有防护措施能够有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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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8 月 5 日讯 （记者 郑文
通讯员 江歆） 4 日晚，金华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透露，义乌疫
情病毒为奥密克戎 BA.5.2 变异株。据
悉，
这是我省首次遭遇该变异株，
引起广
泛关注。新毒株有什么特点？如何才能
有效防范？5 日，记者专访了省疾控中
心微生物检验所病毒检验科科长孙逸。
“与原始株相比，
奥密克戎BA.5.2变
异株的变异点位有 70 多个，
其病毒免疫
逃逸能力比前代毒株更强。同时，它与

袁家军视频连线指导金华市义乌市疫情防控工作

全面动员 强化指挥 提升能力
用最短时间以最小代价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歼灭战
王浩出席

本报杭州 8 月 5 日讯（记者 刘乐平）
5 日上午，
省委书记、
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组长袁家军
在杭州视频连线指导金华市、
义乌市疫情防
控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重要指示精神，抓住关键窗口期，进一
步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组织指挥，全面做
好统筹，
紧扣
“降总量、防外溢、早清零”
目
标，用好疫情防控动态清零“七大机制”，
采取更为精准有力、更为迅速果断的举
措，在最短时间以最小代价把疫情控制
住，
坚决落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要求，
确保经济社会保持平稳

健康发展态势，
为全国大局多作贡献。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浩，
省领导陈奕君、徐文光、高兴夫、成岳冲、
王成国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金华市
和义乌市负责人在分会场分别汇报当前
疫情态势、风险点分析研判及下一步工
作重点。省防控办负责人在分会场汇报
全省当前疫情态势、风险点分析研判及
下一步工作建议。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在主会场参会。
袁家军指出，义乌“8·2”疫情发生以
来，金华市和相关县（市、区）迅速进入战
斗状态，响应速度快，各方配合较好，目

前工作成效初显。但这一轮疫情是我省 “三情”联动，打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首次迎战新冠病毒奥密克戎 BA.5.2，形
争。要高度重视防外溢，
采取切实有效的
势严峻复杂，风险仍未见底，必须保持高
措施，全省各地都要做好协查，不放过任
度警惕和清醒头脑，把义乌市疫情防控
何疑点，
以闭环管理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
作为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把
地，及时调整检测策略，确保检测质量过
对病毒的新认识转化为疫情防控的新举
硬，
做到收放自如。要千方百计保义乌市
措、新能力，全面动员起来，压上各方力
经济运行，
积极创建无疫单元，
全力以赴保
障物流畅通，
确保闭环运行措施到位。要
量，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袁家军强调，要坚决打好义乌“8·2”
迭代升级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
用好大数
疫情歼灭战，在“快”字上下功夫，迭代升
据等手段，
更加细致、准确做好信息核查，
级指挥体系，按需配置力量，进一步划小
守好入浙
“大门”
和社区
“小门”
。要坚持科
单元，推进“五快”循环顺畅落实；在“准”
技防疫，
根据病毒变异的新情况，
及时跟进
字上下功夫，研究出台奖惩激励机制，发
研究，
弄清楚病毒新特征、传播链条等，
用
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坚持疫情、舆情、社情
科技力量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践行
“八八战略”投身
“两个先行”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加速推进，
第二期多数项目已完成研究

盛世兴浙学 研究筑高地
本报讯 （记者 陆遥） 日前，杭州国 “目前，第二期多数项目已完成研究。今
家版本馆盛大启幕。作为
“开幕大戏”
，
版
年以来已出版学术专著 90 余部。”省社
本馆一口气推出4场展览，
“盛世浙学——
科联副主席谢利根说。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展”便是其中之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项重大学术
一，足见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在我省文化
研究项目，也是繁荣我省哲学社会科学
事业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这也是我省
的重大创新载体，工程围绕“今、古、人、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的首次大型正式
文”四大主题，重点聚焦浙江的历史文化
展览。展厅里，图书、绘画、书法、票证、
研究和当代发展研究两大板块。
模型、图片、多媒体等 1300 余件珍贵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一期从 2005
本资源，
彰显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
年开始实施，历时 10 年，共立研究项目
据了解，截至目前，这项由习近平
811 项，出版学术著作 1000 余部。2017
同志亲自倡导设立、坚持 17 年之久的工
年 3 月，第二期启动建设，开展了 52 个系
程前两期已出版学术专著 1500 余部。
列研究，立重大课题 65 项、重点课题 284

桨声灯影

项，目前已出版学术专著近 500 部。
近年来，
我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
整合
优势资源等手段，进一步加快工程进度。
如省社科联利用省内外、
境外学者资源，
组
织开放式研究，
培育协同创新平台，
将分散
在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和特色优势加以整
合，
先后跨部门跨学科设立20多个研究机
构，
推动众多专家学者跨界协同研究。
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夏承焘日记
全编》，收录了夏承焘 1916 年至 1985 年
近 70 年的日记，篇帙巨大、内容丰富，极
具史料价值；
《浙江曲艺史》，从南宋瓦舍
勾栏书会才人的出现，到新中国浙江曲

艺创作演出的繁荣，完整而系统地梳理
出浙江曲艺的千年脉络。
历史长河浩浩汤汤，
浙江文化研究工
程正用一项项重磅成果，
让历史文化可感
可知。通过这些专著，
浙江历史名人形象
更加立体——《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
（第一辑）》付梓出版，开创了系统梳理现
代文学名家生平的先河，
《夏丏尊全集》
《朱彝尊全集》问世，
系统梳理先贤留存的
遗产；浙江传统文化脉络更加清晰——
《浙江婺剧口述史》用 8 年时间采访 140
余位婺剧前辈，
见证婺剧百年沧桑演变。
（下转第三版）

白墙黛瓦，
白墙黛瓦
，桨声灯影
桨声灯影，
，人们乘着小船在水乡游览
人们乘着小船在水乡游览。
。连日来
连日来，
，湖州南浔古镇迎来一拨又一拨暑
期游客。南浔多年坚持治水引清流
期游客。
南浔多年坚持治水引清流，
，
兴水惠民生，
兴水惠民生
，生态红利正在不断释放
生态红利正在不断释放。
。
拍友 沈勇强 摄

诸暨深耕香榧产业助推高质量发展

千年香榧
“跨界”
闯出新市场
本报讯 （记者 苗丽娜 通讯员 俞燕
刁卓璐） 香榧特有的咸香，加上巧克力
醇厚的口感，这样的新潮组合，会带来怎
样的味蕾全新体验？
日前，在诸暨市政府的牵线下，浙江
冠军香榧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零巧食品
有限公司达成研发制作联名款香榧零糖
巧克力的合作意向。目前，这款香榧巧
克力豆新品已经推出。项目负责人周忠
伟介绍，他们还将开发香榧碎巧克力、香
榧巧克力酱等系列产品。
作为全国香榧原产地和主产区，诸
暨现有香榧栽培面积 13.8 万亩，年产香
榧干果 350 万公斤，产值 7 亿元左右，为
广大榧农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如何更大程度挖掘香榧的价值，让
香榧成为成色更足的“摇钱树”？创新驱
动是不二之选。
千年香榧
“披上”
巧克力外衣，
正是诸
暨延伸香榧产业链，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创新之举。这样的探索并非个例。目
前，
诸暨从事香榧深加工产品研发生产的
企业有 8 家，
覆盖香榧精油、食用油、纺织
品、特色糕点、保健食品等多个领域。
“今年 1 月至 7 月，单是香榧精油的
销售额已达 4000 万元。”全国香榧产业
协会会长、冠军香榧董事长骆冠军说，目
前，该公司合作农户已达 10 万余户。
精油以及护肤产品除了经济价值，
还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
“将原

本丢弃的香榧假种皮回收制作精油及衍
生品，既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又能增加
农户收入。”浙江垚森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股东宣佰军说，今年公司计划在诸暨
市赵家镇榧王村和宣家山村回收 350 万
公斤假种皮，制作“香榧味”的纯植物抗
菌纱线，
用于纺织产品。
“我们打造多元化香榧产品的同时，
从吃、住、行多方面转化，让越来越多的
农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诸暨市赵
家镇党委书记杨学锋说。
宣杰是一位
“榧三代”
。2020年她辞职
回到赵家镇东溪村，
打理父亲创建的民宿。
95后的她有着新思路、
新眼界：
“一方面拍
短视频在抖音上宣传家乡的茶叶和香榧，

一方面打造
‘翠生园’
二期高端农庄，
把香榧
研学游基地和香榧文化交流体验也设置进
去。
”
如今，
东溪村所在的香榧国家森林公
园已远近闻名，
成了游客向往的打卡地。
诸暨还创新实施
“千年古树香榧保护
计划”
，
成立全国首个千年香榧保护基金，
并推出“千年古树香榧认养服务”等特色
项目。
诸暨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诸暨将挖
掘好、保护好、展现好历史文脉，
依托香榧
国家森林公园，
积极探索森林康养和生态
旅游融合发展，既做好古香榧群的守护
人，也做好“旅游＋”的文章，促进香榧产
业高质量发展，
把农业文化遗产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

BA.2 等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一样，
会导
致出现大量无症状感染者，寻找传播链
条的难度增加，流调速度也需要加快。”
孙逸告诉记者，此次浙江流行的奥密克
戎变异株 BA.5.2 分支比前代毒株具有
更强的传染性、更快的传播速度，
以及更
高的有效再生数（Rt值），
即在感染期内，
一位患者平均能够感染的人数更多。
记者了解到，
自 2021 年 11 月以来，
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成为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的主要流行毒株，引起全球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的流行高
峰。今年 3 月以来，我国流行的主要病
毒株是奥密克戎 BA.2 亚分支系列。5
月，国内从输入病例中首次检出奥密克
戎 BA.4 和 BA.5。
“虽然变异株传播能力增强，但仍
属于奥密克戎进化分支，现有防护措施
能够有效应对。”孙逸表示，我国多地已
发现奥密克戎 BA.5.2 变异株，大家不
必过度恐慌，现有的疫苗和防控措施仍
然非常有效。
（下转第二版）

本报杭州 8 月 5 日讯 （记者 余勤） 5 日下午，全
省疫情防控调度电视电话会议召开，省长、省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浩主持会议并
讲话。
徐文光、成岳冲、王成国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
会议通过视频连线听取11个设区市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会商研判当前疫情态势，
研究部署下一步针对性举措。
会议指出，本轮义乌疫情仍处于快速发展期，风险
仍未见底，拐点尚未出现，情况不容乐观，防控工作正
处于关键期、攻坚期。各地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针对
奥密克戎 BA.5.2 变异毒株传播的快速性、隐蔽性、危
险性、复杂性认识不够到位，中高风险地区来浙返浙人
员管控不够到位，人群密集场所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
不够到位，
医疗机构特别是私人诊所管理不够到位，核
酸检测和精准排查不够到位等暴露出的短板和漏洞，
吸取教训、举一反三，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加以改进，以
最快速度、最小范围、最小代价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遭遇
战，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部署，坚决筑牢外防输入屏障，全面加强对境
外、省外中高风险地区来浙返浙人员的排查，
用好网格
化管理等机制，压实村、社区、单位和企业责任，
牢牢守
住“大门”
“中门”和“小门”。要坚决防止疫情外溢，进
一步延伸追溯时间，
扩大人员排查范围，争分夺秒把这
波疫情的密接、次密接及重点高风险人群查找到位、管
控到位、核酸检测到位、隔离到位。要优化完善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动态调整核酸检测频次和范围，
严格落
实重点区域和场所测温、亮码、戴口罩等措施，发挥好
医疗机构、药房等“哨卡”作用，及时有效发现风险人
员。要加强转运隔离工作，提前备齐备足隔离房间、转
运车辆和工作人员，做到房等人、车等人、工作专班等
人，做到应隔尽隔、应隔快隔，同时加强隔离点规范管
理，严防交叉感染。要进一步加强社会面管控，
切实做
到
“高风险地区足不出户、中风险地区足不出区”，实现
闭环管理，让该停的停下来、该静的静下来、该封的封
得住，确保所有风险都封控在“三区”之内。要坚决落
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重点产业链供
应链保供、重点交通干线保通、物流运输保畅，切实做
到“管得住、放得开”，实现“生产不停、产能不减、物流
不断、秩序不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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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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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届浙江省委
第一轮巡视完成进驻
省委巡视组进驻30个地方（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
本报讯 （记者 宋哲源 通讯员
浙巡） 经省委批准，十五届省委第一
轮巡视对杭州市拱墅区、
萧山区、
桐庐
县，
宁波市江北区、
北仑区、
鄞州区，
文
成县、
泰顺县、
苍南县，
嘉兴市秀洲区、
平湖市、海盐县，
金华市婺城区、兰溪
市、
武义县，
台州市椒江区、
临海市、
天
台县，
云和县、
遂昌县、
松阳县，
浙江省
二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物产中
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浙江省机
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浙江省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浙江冶金集团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浙江
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浙江
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浙江省财务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等 30 个地方（单
位）党组织开展巡视。截至 8 月 5 日，
10个省委巡视组全部完成进驻。
进驻后，各省委巡视组首先与被
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见面沟通，随
即召开进驻动员大会，各省委巡视组
组长向被巡视地方（单位）通报了有
关工作安排并提出要求，被巡视党组
织主要负责人作表态讲话。
本轮巡视是十五届省委巡视开
局之战，
是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营造良好氛围的重要举措，
是贯彻
落实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切实保
障
“两个先行”
的重要举措，是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密切党同人民
群众联系的重要举措，是助力打造新
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的重
要举措，
意义重大、使命重要。
按照省委有关巡视工作部署要
求，
各省委巡视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学
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
要论述，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紧
盯领导班子和关键少数，聚焦职能责
任开展监督，深入查找和纠治政治偏

差，切实推动被巡视党组织以实际行
动做“两个确立”忠诚拥护者、
“ 两个
维护”示范引领者。本轮巡视聚焦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
决策、省委部署要求，重点了解被巡
视党组织落实落细
“两个维护”
、坚持
政治建设统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推进改革重塑、抓好除
险保安，
特别是当前落实
“防疫情、稳
经济、保安全”
等情况；聚焦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情况，重点了解党
委履行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履行
监督责任、廉洁风险防控和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从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及深化作风建设等情况；聚焦落实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重点了解领导
班子建设、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
则、深入实施
“红色根脉强基工程”及
加强党的建设等情况；聚焦落实巡
视、审计等监督整改情况，重点了解
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上次巡视反馈意
见和审计等监督指出问题特别是列
入“七张问题清单”重大问题整改落
地落实等情况，推动被巡视地方（单
位）各项事业、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营造平稳健康的
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
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据悉，10 个省委巡视组将在被
巡视地方（单位）工作 3 个月左右，期
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和电
子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
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
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
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
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
信访时间截止到 2022 年 10 月 28 日。
（《十五届浙江省委第一轮巡视
进驻情况一览表》详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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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联合演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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