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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月7
日给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
全体党员回信，向乡亲们致以新春的
祝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78年前，《团
结就是力量》从你们那里唱响，成了

亿万人民广为传唱的一首革命歌
曲。如今，你们带领乡亲们传承红色
基因，团结一心，苦干实干，摘掉了贫
困帽子，我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强调，团结就是力量，这
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中国共产党
百年史是一部团结带领人民为美好

生活共同奋斗的历史，西柏坡的干部
群众对此体会更深。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希望你
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把乡亲们更好团结起
来、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943年6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来
到平山县参加革命斗争，文艺工作者
在北庄村创作了歌剧和同名歌曲《团
结就是力量》，并在该村进行了首
演。近日，北庄村全体党员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在这首歌曲激励
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情况。

新华社电 随着春节临近，越来
越多的人踏上返乡旅程。县城属于农
村吗？从低风险地区跨省返回城市，
必须持核酸检测证明吗？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就相关问题回应公众关切。

返乡人员是指从外地返回
农村地区的人员，县城属于农
村吗？

《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所指的返乡人员主要
是跨省返回到农村地区的所有人员
及本省内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
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从业人员、隔
离场所工作人员、交通运输工具从业
人员等重点人群跨地市返回到农村
地区的人员。农村地区的具体范围原
则上由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结合
国家政策来确定。

低风险地区跨省返回城市
人员必须持核酸检测证明吗？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

组《关于有序做好春运期间群众出行
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等疫情防控文
件有关规定，低风险地区进口冷链食
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
的从业人员、隔离场所的工作人员、
交通运输工具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
跨省、跨市出行的，以及跨省返回农
村地区的返乡人员，应当持有7日内
有效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
低风险地区其他人员应当持健康通
行码“绿码”出行，在体温正常且做好
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有序流动。

按照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规定，交
通运输工具从业人员跨省、跨市返乡
时需持有7日内有效的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阴性结果。

春节假期不到14天，如何
解决14天居家健康监测要求？

方案明确，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返乡和返乡后14天居家健康监测从
1月28日春运开始后实施，至3月8日
春运结束后截止。如返乡不满14天
的，以实际返乡时间落实居家健康监

测和核酸检测要求。春节假期结束后
返程，需要根据所在地和目的地的疫
情防控形势和疫情风险等级综合研
判，以目的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就地过年期间是否允许亲
友聚会？

根据疫情防控有关文件及方案
要求，过年期间尽量减少人员流动和
人群聚集。企事业等单位举办会议、
聚会等活动应当控制人数，50人以上
活动应当制定防控方案，严格落实有
关防控措施；提倡家庭私人聚会聚餐
等控制在10人以下，做好个人防护，
有流感等症状尽量不参加。

对于农村地区，要求居民家庭不
举办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宣传和倡导
移风易俗，劝导农民群众不串门、不
聚集、少外出，提倡“喜事缓办，丧事
简办，宴会不办”。确需举办的活动，
规模应控制在50人以下并有防控方
案，并向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报批，
由村委会负责监督登记参加人员基
本信息并严格执行防控措施。

返乡人员做核检如何避免
交叉感染风险？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国家卫健委
始终引导社会公众强调做好个人防
护措施，例如正确佩戴口罩、勤洗手、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等。

返乡人员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的，
可到医疗机构进行采样，采样过程中
做好个人防护。国家卫健委已经多次
要求医疗机构通过预约采样、间隔采
样时间段，并落实加强通风、环境清
洁消毒等标准预防措施，最大程度减
少交叉感染。

如何优化核酸检测服务？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
员郭燕红强调，核酸检测机构要设置
专门窗口和区域，为“愿检尽检”、返
乡人员等单纯进行核酸检测的群众
提供采样服务，无需挂号且免收门诊
诊察费。各地要向社会公开核酸检测
机构名单、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信
息，便于群众查询使用。

本报讯（记者 耿联）人勤春来早，
迎新喜事多。江苏铁路建设跨越式发
展迎来新的重要成果！2月8日上午，
连徐高铁建成通车视频会在南京和徐
州、连云港同时举行，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在宁出席视频会
并宣布：连徐高铁建成通车！

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国铁集
团副总经理钱铭出席通车视频会，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樊金龙主持。

连徐高铁东起连云港市，西至徐
州市，正线全长约180公里，设计时速
为350公里/小时，全线设置连云港、东
海县、新沂南、邳州东、大许南、后马庄

（接轨站）等6座车站，最终引入徐州东
站。连徐高铁于 2017年 7月开工建
设，历时3年半的建设时间。连徐高铁
建成通车后，连云港至乌鲁木齐铁路
全线贯通，苏北5市也形成高效便捷、
内联外通的高铁路网，这对完善国家

“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布局，加快共建
“一带一路”，推动我省区域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钱铭代表国铁集团向连徐高铁开
通运营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连徐
高铁投入运营，江苏省铁路网规模和
质量大幅提升，在长三角乃至全国铁
路网、高铁网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

凸显。铁路部门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对铁路工作和对江苏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十四五”铁
路规划，进一步科学有序推进江苏铁
路建设发展，努力为江苏“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走在前列”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连徐高铁开通运营后，我省建成
铁路达到 4204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2215公里，铁路里程比“十二五”末增
加50%，高铁里程增长158%，江苏高
铁里程排名由“十二五”末的全国第14
名一跃进入全国前三。

连徐高铁更多新闻见今日A3版

连徐高铁昨日建成通车
娄勤俭吴政隆等出席通车视频会并启动列车首发

本报讯（记者 董翔 李凯） 2月8
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
复函》，原则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
划》。这是全国首个由国家发改委正式
批复的都市圈规划，从第一轮规划编制，
到第二轮规划批复，历时整整10年。

《复函》要求江苏、安徽两省以健
全同城化发展机制为突破口，着力推
动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创新体系协同
共建、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公共服务

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城乡融
合发展，把南京都市圈建设成为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助力长
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更好服务全
国现代化建设大局。《复函》表示，国家
发改委将会同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
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
加强对《规划》实施的指导，在有关规
划编制、体制机制创新、重大项目建设
等方面给予支持。

南京都市圈由以南京市为中心、

联系紧密的周边城市共同组成，涉及
南京、镇江、扬州、淮安、芜湖、马鞍山、
滁州、宣城等市（区），总面积6.6万平
方公里，2019 年末常住人口约 3500
万。从2000年提出设想至今，作为全
国最早建设的跨省都市圈，南京都市
圈已走过20个年头。

2020年12月5日，两年一度的南京
都市圈党政联席会议召开。宁镇扬淮、
芜马滁宣等两省八市市委书记聚首镇
江，欢迎都市圈新成员溧阳、金坛“入群”。

事关3500万人，南京都市圈规划获批
涉及南京、镇江、扬州、淮安、芜湖、马鞍山、滁州、宣城等市（区）

就地过年是否允许亲友聚会？县城属于农村吗？

外交部：中方向53个
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中国对外
提供疫苗的最新进展。他表示，中方
向巴基斯坦等53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疫
苗援助，已经和正在向22个国家出口
疫苗。中方还积极参与世卫组织“新
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决定向“实施
计划”提供1000万剂疫苗，主要用于
发展中国家。

外交部：中美各层级沟通
有助于双边关系发展

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关系答记
者问。

有记者问：美国总统拜登本周谈
及了习近平主席。他还表示，美国并
不想同中国发生冲突。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汪文斌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拜登
总统有过多次交往。中美保持各层级
的沟通，有助于相互了解和双边关系
的发展。他说，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发
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的关系，同时将继续坚定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应相向而行，
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
康稳定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和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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