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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2021年

了解三亚，投资三亚，从《三亚日报》开始——

●三亚空港始发航班唯一登机纸媒，全面覆盖。

●三亚 120 余家宾馆酒店，精准覆盖。

●“大三亚”经济圈唯一党报，有效覆盖。

● 旗下三亚新闻网、微信公众号、大三亚 APP，一体化宣传。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全媒体窗口

开户名称：三亚日报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三亚迎宾支行
账 号：2201 0027 2920 0077 395
订报热线：88662030、88662898 传真：88662525

2021年度 468元/份（年价）

您为梦想努力
我们努力为您！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1日通报，
11 月 20 日 0-24 时，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1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9例
（均在上海），本土病例 7 例（天
津 5 例，上海 2 例）；无新增死亡

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9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006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296
例（其中重症病例 1 例），无现有
疑似病例。累计确诊病例 3761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465 例，

无死亡病例。
截至 11月 20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308 例（其中重症病例 1 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 81472 例，累计
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
病例 86414 例，无现有疑似病

例 。 累 计 追 踪 到 密 切 接 触 者
875547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
接触者11892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 18 例（均为境外输
入）；当日无转为确诊病例；当日
解除医学观察 13 例（境外输入

11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
染者378例（境外输入 374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
诊病例6174例。其中，香港特别
行政区 5517例（出院 5239 例，死
亡 108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46
例（出院 46 例），台湾地区611例
（出院 546 例，死亡 7 例）。

国家卫健委：

20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例
其中本土病例7例

11 月 21 日，天津滨海新区居民在泰达第二体育场核酸检测点排队等候核酸检测
（无人机照片）。当日上午开始，天津滨海新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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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赵子硕摄）

内蒙古：
满洲里新增2例
本土确诊病例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 21日
电（记者 魏婧宇）记者21日从内
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悉，11
月21日 7时至16时，内蒙古自治
区报告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2例，均为满洲里市确诊病例。

目前针对此二人密切接触者
的流行病学调查及筛查排查工
作已经展开，有关情况将在内蒙
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门户网站
及时通报。

上海：
就2例新增病例
已追踪密接83人

据新华社上海11月 21日电
（记者 仇逸）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21 日通报：11 月 20 日 0 到 24
时，新增 2 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目前已追踪到病例在上海
市的密切接触者83人。

2 例病例为夫妻关系，常住
浦东新区。目前，已追踪到病例
在上海市的密切接触者83人，均
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对病例
曾活动过的场所已进行终末消
毒。

截至 11 月 20 日 24 时，上海
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345 例，
治愈出院335例，在院治疗3例，
死亡7例。现有待排查的疑似病
例0例。11月20日0到24时，通
过口岸联防联控机制，上海报告9
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治愈出院8例。

11 月 21 日，在 2020“读懂中国”国际
会议（广州）平行论坛上，专家学者围绕

“疫情下生命与健康教育创新实践”，展开
热烈讨论。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通过视频连线现场，他首次表示，新
冠将成为常驻病毒。如果各国不采取强
力介入措施，全球疫情出现新高峰的可能
性很大。 同时，本土出现个别病例不必

恐慌。
11 月 20 日，上海浦东再出现本地病

例。接连出现本土病例，涉及的排查范围
又比之前广，疫情是否有可能出现抬头？
个人如何做好防护？

对此，张文宏分析称，“约两周之前，
在浦东机场出现一例物流相关病例，到现
在为止，追踪隔离期即将结束，并没有发

现新的病例。这说明我们的快速处置和
精准防控是非常有效的。”

随着冬季到来，全球新冠疫情仍在蔓
延，输入性病例的蔓延风险会增加。张文
宏认为，“这两例病例的最终溯源工作将
继续完成，但是从上个病例的追踪技术等
情况来说，上海防疫工作可以跑在病毒前
面。 （综合）

张文宏：本土出现个别病例不必恐慌

我国电子社保卡申领超3亿张
22个城市可扫码乘车

新华社北京 11月 21日电（记者 姜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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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容忍！

华晨集团涉嫌信披违法违规
被立案调查
证监会同步核查相关中介机构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中国证券报记者
张勤峰 昝秀丽）20日，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华晨集团”）债券违约事件迎来重要节点。
当日证监会发布消息，证监会对华晨集团及相关中
介机构采取有关措施。

近期，华晨集团有关债券违约，引起市场关
注。证监会已依法对其开展专项检查，根据检查情
况，20日对华晨集团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
施并决定对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立案调查，对
华晨集团有关债券涉及的中介机构进行同步核查，
严肃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

证监会表示，高度重视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金融委“零容忍”要求，依法严
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债券市场良好秩
序。同时，将继续维护和发挥好债券市场正常功
能，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合法合规通过债券市场融
资发展。下一步，证监会将依法做好监管工作，牢
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深化改革、健全
制度、落实责任、严格监管，促进债券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同日，上交所对招商证券出具监管警示函，对
招商证券予以书面警示。上交所查明，招商证券在

“17华汽 05债”的受托管理过程中，存在未能及时
履行受托管理人信息披露职责、未能有效履行受托
管理人信用风险管理职责的违规行为。

另据新华社消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日裁
定受理债权人对华晨集团重整申请，标志着这家车
企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法院的裁定称，华晨集团存在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的情形，具备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
因。但同时集团具有挽救的价值和可能，具有重整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聚焦疫情防控

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滨海新区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