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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司机如何加强健康防护？ 货车通行受阻怎么办？

聚焦当下交通物流关切事
■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交通物流是现代经济的经脉、民生保障的重要支撑，也是当
前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极为重要一环。 当前，全国物
流保通保畅工作正逐步从全面打通大动脉、基本畅通微循环，向
巩固扩大物流保通保畅成果、促进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运行转变。

货车司机如何加强健康防护？ 货车通行受阻有何申诉渠
道？交通运输部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交通
运输部有关负责人在 26 日举行的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进行了回应。

多措并举加强货车司机健康防护

货运车辆行驶范围广、作业链条长，货车司机特别是跑长
途的司机流动性很强，接触人员较多。 疫情之下，如何统筹做
好货运领域疫情防控工作，加强货车司机健康防护？

“拓展免费核酸检测覆盖度，让货车司机更舒心。 ”交通运
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李华强介绍， 通过指导各地在车流量
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广场等场所，加密设置免费核酸
检测点，配足检测力量，优化检测流程，持续扩大免费检测的
覆盖范围，减少核酸检测不便利给货车司机带来的烦恼。

应急物资中转站是疫情管控条件下保障重点生产生活物
资供应的基础依托。李华强表示，交通运输部会同有关部门，指
导涉疫地区陆续启用 200 余个应急物资中转站，对进出中转站
的司乘人员实行“点对点”闭环管理，严格落实车辆严消毒、作
业不交叉、人员不接触等要求，以切实保护从业人员健康安全。

针对货车司机经营特点，结合疫情新形势新变化，货运行
业疫情防控工作指南也在动态更新。 李华强说，交通运输部对

车辆消杀、口罩佩戴、体温监测、核酸检测、疫苗接种、信息登
记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进行了细化， 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举措，严防疫情通过货运物流渠道传播。

针对运输经营过程中货车司机的个人防护， 李华强也向
广大货车司机作出了“三个避免”的提醒，“在货物装卸时，要
避免与装卸人员近距离频繁接触；在途经低风险区域停靠时，
要避免思想松懈、 不戴口罩与人交流； 在中高风险区域穿行
时，要避免长时间停靠。 ”

实施清单管理打通货车出行堵点卡点

如果遇到货车通行受阻等问题怎么办？ “请及时拨打 12328
热线或者专班值班电话，我们将及时给予协调解决。 ”李华强说。

1 个多月以来，交通运输部充分发挥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
监督电话作用，并通过舆情监测及时收集掌握问题线索，按照
咨询事项即接即答、举报事项快转快办、紧急事项特事特办的
原则，实施问题清单管理，建立督办转办制度，一事一协调、一
事一处理，进行逐项销号，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累计解决了 1900 余项货运车辆通行受阻问题，及时协
调保障了 8400 余项重点物资运输需求。 ”李华强说。

从协调处理的时效上来看， 李华强介绍， 交通运输部 24
小时值班电话接到的投诉举报类事项， 总体能够在当天得到
协调解决；对于随意限制货车通行、随意劝返等具体问题，通
常在 2 至 3 个小时内能够得到解决； 对涉及地方制度性政策
调整的事项，2 至 3 天内也都得到了较好解决。

堵点卡点正在逐步被打通，这也反映在相关数据上：
4 月份，货车司机投诉举报类事项较多，主要反映货车通

行层层加码、“一刀切”等过度管控问题，高峰时段每日投诉举

报电话超过了 200 个。
进入 5 月份以来， 接听电话的事项主要以政策咨询类为

主，日均投诉举报电话的数量基本在 20 个左右，部分时段甚
至仅为个位数。

“总体来看，对货运车辆的过度管控现象，已经由全国普
遍性问题收缩为局部个案问题。 ”李华强说。

落实关键举措保障物流畅通

近期，部分地区疫情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在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方面，交通运输部做了哪些工作？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在指导各
地交通运输部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全力做好涉疫地区
基本出行服务保障和物流保通保畅工作。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
言人刘鹏飞说。

充分发挥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
用，一系列聚焦突出问题、落实关键制度的举措相继出炉：

修订相关防控指南，加强日常调度督导；指导北京等涉疫
地区及时暂停中风险、 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对外道路
客运服务和城市公共汽电车、出租车（含网约车）、顺风车的跨
城业务；对途经封控区、管控区的城市公共汽电车和轨道交通
线路实行绕行或甩站运输；及时启用应急运输车队，制定重点
人员应急运输保障方案和社会面应急出行保障方案……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继续做好交通运输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有序出
行、重点物资运输畅通，为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刘
鹏飞说。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国际观察·

� � � � 5 月 25 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白沙导弹靶场，工作人员在
载人飞船“星际客机”旁忙碌。 美国波音公司的载人飞船“星际
客机”25 日成功返回地球。 “星际客机”19 日发射升空，进行不
载人试飞，并携超过 500 磅（约合 226 公斤）的美国航天局货
物、宇航员补给以及超过 300 磅（约合 136 公斤）的波音货物前
往空间站。 新华社发

波音“星际客机”飞船返回地球

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担
多人混检每人份不高于 3.5元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记者 彭韵佳）记者 26 日
从国家医保局获悉， 针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用问题，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关于做好新冠肺炎
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的实施意见》， 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
地政府承担。 目前各地均由财政部门对常态化核酸检测
提供资金支持。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国家医保局部署各级医保部
门采取多种措施，推动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多轮降价，降低
疫情防控成本。根据国家医保局、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

疗救治组日前印发的通知， 对于政府组织大规模筛查和
常态化检测的情况， 要求检测机构按照多人混检不高于
每人份 3.5 元提供服务。

据介绍，参保患者看病就医时发生的核酸检测费用，
可以按规定由医保基金支付。

近日， 在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一处社区核酸采
样点， 宣武医院核酸采样队队员为小朋友做核酸采样。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 摄

新国标要求粽子月饼包装再“瘦身”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记者 赵文君）市场监管总局

26 日发布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 （GB
23350-2021）国家标准第 1 号修改单，今年 8 月 15 日起实施。
根据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粽子、月饼的包装层数最多不能超
过三层，包装材料不得使用贵金属和红木材料。

针对粽子、月饼的过度包装问题，标准进行了修改，旨在进
一步减少包装层数、压缩包装空隙、降低包装成本。 根据估算，
粽子的包装体积将缩减 58%，月饼的包装体积将缩减 42%。 同
时严格混装要求， 规定粽子不应与超过其价格的其他产品混
装，月饼不应与其他产品混装。

据介绍，标准的修改广泛征求了行业协会、企业和消费者代
表的意见。 一方面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尽早实施新标准，让全社会
早日见到简约包装的成效；另一方面也为企业消化库存包装留出
一定的时间，避免造成浪费。

远望 3号船赴太平洋执行
第 100 次海上测控任务
新华社南京 5 月 26 日电（王雪岩 史静涛）5 月 26 日 9 时

许，远望 3 号船驶离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奔赴太平洋执
行海上测控任务。

这是远望 3 号船今年首次出航。
据介绍，针对航行时间长、任务密度高、节奏转换快、测量

海域气象多变等情况，他们扎实有效地开展任务重点难点及风
险隐患分析、设备动态性能全面检修测试，不断提升参试设备
水平和参试人员能力。

这次任务， 是远望 3 号执行的第 100 次海上测控任务，这
在远望号船队历史上也是首次。

远望 3 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第二代航天测控船，
主要担负对火箭高中低轨卫星和飞船及空间站等的海上测控通
信任务，自 1995年投入使用以来海上测控成功率达百分之百。

到 2025 年农村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水平将明显提升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记者 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等六部门26日发布通知提出，到2025年，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水平明显提升，有条件的村庄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6 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管理的通知》强调，要以县（市、区、旗）为
单元，根据镇村分布、政府财力、人口规模、交通条件、运输距离
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模式。

通知提出，东部地区、中西部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
的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长效管护机制全
面建立；中西部有较好基础、基本具备条件的地区，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基本实现全覆盖， 长效管护机制基本建立；地
处偏远、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有新提升。

充分利用农村地区广阔的资源循环与自然利用空间，抓好
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在经济基础较好、群众
接受程度较高的地方先行开展试点，“无废城市”建设地区的村
庄要率先实现垃圾分类、源头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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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日前在日
本东京举行，峰会发表所谓“共同声明”，
声称要维护“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 、维
护国际秩序云云。 为了推行所谓“印太战
略”，从“四边机制”到“印太经济框架”，美
国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然而， 一个频繁在世界各地制造动
荡、挑起战争的美国，有何信誉能“维护
和平”？ 美国漂亮的口号后面藏着什么祸
心，国际社会心知肚明。

无论如何变换旗号， 美国为一己之
私不惜搞乱世界的本质不会变。 制造“可
控的动荡 ”， 一直是美国在世界 “割羊
毛”、维护其霸权的重要“法宝”。 正是因
为美国拱火浇油，俄乌冲突升级、欧洲大
陆再燃战火，也正是因为美国挑起战争，
中东非洲等地许多国家陷入动乱。 如今，
美国分明又想把亚太地区搞乱， 以便从
“可控的动荡”中继续渔利。

美国根本没资格谈论 “维护国际秩
序”。肆意对多国发动单边制裁，独家阻挡
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
谈判，拒不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等多个
国际公约……美国正是国际规则和世界
秩序的头号破坏者，现在却唱高调要来亚
太地区 “维护秩序”， 美国会维护什么秩
序？ 无非是有利于其霸权的所谓“秩序”，
而非有利于亚太和平与发展的秩序。

包括地区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知道，
美国打着维护地区“自由开放”的旗号，实
质干的是“分裂对抗”的勾当；脑子里充斥
着冷战思维，搞的是零和博弈那一套。 其
目的就是让一些亚太国家充当其霸权的

“马前卒”，企图围堵中国。 所谓“印太战
略”本质上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煽动对抗、破坏和平的东西，不
管用什么包装、换什么马甲，其丑恶阴险的本质没有改变。

亚太地区是全球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活跃的区
域，共同发展的前景不可限量。地区主流声音是希望各国和睦相
处、合作共赢。 中国是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是本地区绝大多数
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同地区各国的利益早已深度融合。地区国家
普遍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选边站。 而“印太战略”无
视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期待， 不惜制造分裂对抗、 破坏开放合
作，其动机之不义，其行为之自私，决定了其必将失败的命运。

印度孟买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前主席库尔卡尼表示，美国只
关心自身安全和利益，“四边机制”对亚洲很危险，对全世界也
很危险。 东日本国际大学客座教授西园寺一晃指出，美国拉帮
结派的做法与地区和平繁荣背道而驰，这种过时的冷战思维只
能带来分裂与对立、排挤与仇恨。

一言以蔽之，美国在亚洲维护和平自由是假，制造动荡不
安是真；促进开放合作是假，维护其政治经济霸权是真。美国作
为世界“动乱之源”的本质早已天下皆知，无论其打着如何光鲜
的旗号，都再也欺骗不了世人。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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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生命才能撼动美枪支利益集团
■ 新华社记者 孙丁

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尤瓦尔迪市日前发生恶性校园枪

击事件，造成至少 19 名儿童和 2 名教师死亡。 这是美国近
十年来遇害人数最多的一起校园枪击事件，震惊全美乃至国
际社会。

美国是全世界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枪击案频发，严重
侵犯民众的生命权这一基本人权。 令人错愕的是，过去数十年
来， 人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在解决枪支暴力问题上采取任何
实质举措。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枪支泛滥、利益集团作祟和政
治失能是这类悲剧在美国不断上演的祸根。

枪支泛滥

尤瓦尔迪市 18 岁高中生萨尔瓦多·拉莫斯 24 日持枪
闯入该市罗布小学对师生发动袭击，随后在与警察交火中被
击毙。

这是美国今年发生的第 27 起校园枪击事件，遇害者人数
在美国历史上仅次于 2012 年发生在康涅狄格州纽敦市桑迪
胡克小学造成 26 名师生死亡的枪击事件。 美国总统拜登 24
日晚在白宫向全国发表直播讲话， 称罗布小学枪击事件是发
生在美国的“又一场杀戮”。

枪手作案时使用的两把步枪是他买给自己的 18 岁礼物，
从尤瓦尔迪市区一家联邦授权枪支经销商处合法购得。 得克
萨斯是美国对枪支监管最宽松的州之一。 去年，该州共和党籍
州长格雷格·阿博特签署了一系列相关法案，让购枪、携枪、拥

枪变得更容易。
民主党籍康涅狄格州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 24 日在参

议院说，这样严重的校园枪击事件只在美国发生，而这是美国
自己的选择， 美国的问题在于枪支易获性以及坏人获取枪支
的能力。

数据显示，美国民间持有超过 3.93 亿支枪，约合每百人
120 支。据美国司法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2000 年至 2020
年，美国枪械制造商总计为商用市场生产枪支逾 1.39 亿支，
仅 2020 年一年就生产了 1130 万支。

利益至上

罗布小学枪击事件发生后， 拜登等民主党人把矛头指向
反对控枪的美国枪支游说团体及其背后的枪械制造商。 拜登
说，过去 20 年，美国枪械制造商一直在大力营销攻击性武器，
因为售卖这种武器利润最丰厚。

美国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枪支弹
药市场规模近年来持续增长，去年达到 705 亿美元。 选择持
枪的美国人也越来越多，去年新增持枪者就有 540 万名。

美国网站“公开的秘密”数据显示，1998 年至 2020 年，
美国反控枪团体累计花费超过 1.7 亿美元游说政客、左右立
法。 其中，仅全国步枪协会就投入超过 6300 万美元。

这些游说团体还长期帮助反控枪政客打政治类广告。 作
为回报， 获益的美国政客会在上台后维持甚至强化反控枪立
场。 美国控枪活动人士香农·沃茨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国枪支
暴力问题是政治性的， 因为全国步枪协会的说客花钱让政客

不作为。
全国步枪协会年会定于 27 日至 29 日在得克萨斯州休

斯敦举行， 众多与该团体关系密切的美国政界人士将出席并
致辞。 颇为讽刺的是，这场旨在宣扬持枪权的活动禁止参加者
携带枪支等武器。

政治失能

与之前一样，美国政客在此次枪击事件后又陷入了“口水
仗”。 支持加强枪支监管的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人不正视美国
枪支暴力问题、 助纣为虐， 共和党人则强调枪击事件背后的
“心理健康”问题，指责民主党人将悲剧政治化。 《华盛顿邮报》
刊文指出， 这种党派性的相互攻讦已经成为严重枪击事件之
后的常态。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25 日在参议院呼
吁共和党人同民主党人通过协商就枪支改革立法达成协议，但
他也坦言双方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很小。民主党人虽然控制参众
两院，但席位优势很小。在参议院，法案跨过“冗长辩论”的阻挠
进入全院表决需要 60 票支持，而民主党人仅手握 50 票。

美国知名篮球教练史蒂夫·科尔的父亲是枪支暴力的受
害者。 科尔 24 日在一场篮球赛前的发布会上只字未提比赛，
而是痛斥部分拒绝支持加强枪支管控法案的美国政客， 谴责
他们将个人政治利益置于公众安全之上。 “这很悲哀，我已经
受够了。 ”

虽然有人将美国在控枪立法上的失败归咎于共和党人的

阻挠和国会议事规则的限制， 但控枪活动人士戴维·霍格认
为，民主党也没有能力凝聚控枪民意，即使没有“冗长辩论”，
国会也不会通过任何控枪议案。

加利福尼亚州州立旧金山大学人类学教授玛莎·林肯指
出，美国应对枪支暴力和新冠疫情都存在类似的“政治真空”，
导致人们对这类大量死亡已经感觉麻木。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5 日电）

全国妇联等十部门下发通知

部署开展“六一”庆祝活动
新华社北京 5 月 26 日电（记者 黄玥）“六一”国际儿童节

即将到来，全国妇联、中央文明办等 10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对各
地和有关部门围绕“少年儿童心向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作
出部署，让广大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

通知指出，要发挥各地志愿宣讲团、巾帼志愿者、青年志愿
者等作用，通过寻访红色足迹、主题征文演讲、红色电影展播、
绘画歌唱展示等活动，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让少年
儿童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新变化中坚定理想信念。

通知要求，要积极宣传贯彻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
护法等，通过专家讲座、专题访谈、动漫视频等方式送法到家。
组织开展主题教育、普法课堂、案例解析等，让广大家庭知法守
法，培养儿童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

通知强调，要将“六一”庆祝活动与为少年儿童办实事、解
难事相结合，用好“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良好机制，用心用情用
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