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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检测新变化，你都了解吗？
力争 6 个小时内报结果 一键查询就近检测点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 为进一步强化核酸检
测服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强
化当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
务的通知》，要求对“愿检
尽检”人群的核酸检测，力
争在 6 个小时之内报告结
果，并通过信息化手段及时
向群众推送。
通知要求，所有二级及
以上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
医院、各级疾控机构等，均
应当具备核酸检测能力并提
供检测服务。要将所辖区域
划 分 为 若 干 网 格 ，按 照 就
近、就便的原则，统筹好医
疗机构、疾控机构、第三方
检测机构核酸检测资源，实
现区域内、网格内核酸检测
服务全覆盖。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
形成了全国核酸检测机构数
据库，已经收录全国 8500
多个核酸检测点并持续更
新。”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
发言人米锋介绍，群众可通
过微信、支付宝、百度等渠
道搜索、访问国家政务服务
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微信公众号

等，一键查询就近的核酸检
测点。部分地方健康码也可
提供在线预约服务。
通知明确，核酸检测机
构要向社会提供 24 小时核
酸检测服务。要加强核酸采
样 、送 检、报 告 各 环 节 衔
接，在保证检测质量的前提
下，发挥核酸检测仪器设备
最大效能，在规定的反馈时
间基础上，进一步缩短核酸
检测结果报告时间。特别是
对“愿检尽检”人群的核酸
检测，要力争在 6 个小时之
内报告结果，并通过信息化
手段及时向群众推送，鼓励
根据检测量，配备新冠病毒
核酸快检试剂及配套设备，
减少等待时间。
通知强调，人口流动性
强的省会城市、中心城市、
口岸城市、旅游城市等，要
切实强化核酸检测服务。在
落实上述要求的基础上，进
一步扩大核酸检测服务供
给，方便群众就近就便获得
核酸检测服务；同时，确保
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反馈检
测结果，最大程度避免疫情
外溢风险。

超高层建筑决策
实行责任终身制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部近日发布通知，
要求各地严格控制新建超高
层建筑。实行超高层建筑决
策责任终身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
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
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
的通知指出，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新建 150 米
以上超高层建筑，城区常住
人 口 300 万 以 上 城 市 新 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应
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
行条例》，作为重大公共建设
项目报城市党委政府审定，
实行责任终身追究。
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
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一般
不得新建超高层住宅。城区
常住人口 300 万人口以下城
市严格限制新建 150 米以上
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城区常
住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严格
限制新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
建筑，不得新建 500 米以上
超高层建筑。各地相关部门
审 批 80 米 以 上 住 宅 建 筑、
100 米以上公共建筑建设项
目时，应征求同级消防救援
机构意见，以确保与当地消

防救援能力相匹配。
通知要求，城区常住人
口 300 万以下城市确需新建
1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
应报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审查，并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备案。城区常住人
口 300 万以上城市确需新建
250 米以上超高层建筑的，
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应结合抗震、消防等专题
严格论证审查，并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备案复核。
通知强调，要严格控制
生态敏感、自然景观等重点
地段的高层建筑建设，不在
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
世界文化遗产及重要文物保
护单位有影响的地方新建高
层建筑，不在山边水边以及
老城旧城开发强度较高、人
口密集、交通拥堵地段新建
超高层建筑，不在城市通风
廊道上新建超高层建筑群。
通知还要求，强化既有
超高层建筑安全管理。全面
排查安全隐患。各地要结合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加强对超高层建筑隐患
排查的指导监督，摸清超高
层建筑基本情况，建立隐患
排查信息系统。

10 月 26 日，学
生课后参加武术训
练。
新学期以来，
济南市市中区爱都
小学优化提质课后
活动，将传统武术
引入校园，培养学
生意志品质，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丰
富校园生活。
（新华社发）

10 月 27 日，在广
西融安县第二实验小
学，民警向学生们讲
解禁毒知识。当日，
广西柳州市融安县禁
毒办、融安县公安局
在该县第二实验小学
开展禁毒知识进校园
宣传教育活动，帮助
学生学习识别毒品，
了解毒品对个人及社
会的危害，引导大家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新华社发）

■纵闻天下

伊朗汽油配给网络系统遭攻击
据新华社德黑兰 10 月 27
日电 伊朗汽油配给网络系统
26 日遭受网上攻击，导致全国
多地加油站出现运营故障，加
油站前排起长队。目前系统正
逐步恢复正常。
负责伊朗网络建设的官方
机构“ 国家虚拟空间中心”26
日发表声明，确认此次网上攻
击针对的是本国汽油配给网

络系统，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
问题。
据伊朗媒体报道，自 2019
年 11 月汽油价格上涨以来，伊
朗使用网络系统对“每月享有
补贴的汽油”进行配给。持有
特定加油卡的司机每月可用优
惠价格买到一些汽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27 日援引伊朗国家石油产品

配给公司发言人的话说，目前
全国大部分加油站能以非补
贴价格销售汽油；200 多个加
油站已能使用汽油配给网络
系 统 ，以 补 贴 价 销 售 汽 油 ；伊
朗加油站位置分散，需技术专
家协助应对此次网上攻击，预
计完全解决这一问题需耗费
较长时间。

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表示将组建新的文职政府
据新华社喀土穆 10 月 26
日电 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布
尔汉 26 日表示，将组建一个新
的文职政府领导苏丹政治过渡
进程，相关机构一旦成立，国家

紧急状态将被取消。布尔汉称
有关行动是为了“纠正过渡进
程”
，
而不是
“军事政变”
。
苏丹政坛近期面临严重分
歧。军方领导人要求改组政

府，而部分政府官员则指责军
方计划夺取政权。本月 25 日，
布尔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
态，解散主权委员会和过渡政
府，
并解除所有州长的职务。

白宫高官说伊核问题仍有机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26
日电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沙利文 26 日说，美方相信
伊核问题仍有机会通过外交途
径解决，但谈判窗口期不是“无

限的”。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
核计划的进展，美方的首要任
务是重启伊核谈判和重回伊朗
核问题全面协议。
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谈今年4

月开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
行，
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
迄今已举行6轮。由于美伊分歧
严重以及伊朗政府领导层换届，
新一轮会谈迟迟没有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