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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道G106线大宝山隧道
检修期间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国道G106线大宝山隧道定于 2021年 9月 16日
8 点至 2021 年 9 月 17 日 20 点进行检修，对 G106 线
K2224+680 至 K2230+400（曲江区沙溪镇国道 G106
线下穿京港澳高速处至翁源县铁龙镇凉桥路段）实
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管制期间该路段禁止任何车辆
通行，途经该路段车辆可绕道京港澳高速公路、国
道 G240 线、县道 X353 线、县道 X317 线等道路行
驶。请广大交通参与者积极支持和配合，合理安排
出行线路。

特此通告
韶关市公安局曲江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韶关市翁源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韶关市曲江公路事务中心
2021年 9月 14日

从阿尔法、贝塔、伽马，再到德尔塔、缪毒株……

层出不穷的变异新冠病毒不断挑战各国疫情防控。

其中，德尔塔毒株已成为当前世界大部分地区流行的

主要变异毒株，且更具传染性。为何变异新冠病毒传

染力会增强？中国科研人员新近发表在美国《细胞报

告》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揭示了其中“奥秘”。

狡猾的新冠病毒能进化出新的优势变种。国

际共享基因序列资源“流感数据共享全球倡议”平

台的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起，阿尔法毒株首先占

据传播优势。然而，从 5 月开始，德尔塔毒株逐渐

取代阿尔法毒株，成为在全球传播的优势变种。

研究发现，与阿尔法毒株相比，德尔塔毒株的

刺突蛋白能够更加高效地被宿主细胞蛋白酶切割

形成具有功能的蛋白，极大提高了德尔塔毒株入侵

细胞的效率，也加快了其在感染初期的复制速度，

有助于德尔塔变种优势的建立。

除了感染能力提高，变异新冠病毒的免疫逃逸

能力也增强了。和野生型新冠病毒相比，新冠康复

者血清中和抗体对德尔塔毒株的中和力大幅下降；

疫苗和用于治疗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对德尔塔毒株

的中和效果均相应下降。

清华大学药学院谭旭实验室和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腾川实验室的最新研究发现，

除了抗体介导的体液免疫逃逸外，针对杀伤性 T 细

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应答的逃逸，也可能促进新冠病

毒优势变种不断传播。

细胞免疫是人体中除了抗体免疫之外的另一套

免疫体系，主要功能是运用被称为杀伤性 T 细胞的

白细胞来特异地识别和清除被病原体感染的人体细

胞，从而达到阻断病原体复制和传播的免疫效果。

既有研究表明，细胞免疫应答与新冠病情轻重发

展相关。对感染者的血液检测发现，新冠病毒特异性

细胞可早于中和抗体被检测到，说明细胞免疫应答在

病毒感染早期就开始发挥作用。这种早期的免疫抑

制对于机体防御新冠病毒、抑制病毒传播非常重要。

但研究人员发现，变异新冠病毒的一些特有机

制却可以助其逃逸细胞免疫，从而导致传染力进一

步增强。通过高通量筛选平台，研究人员筛选并鉴

定了 4 条新冠病毒特异性的与细胞免疫相关的关

键性抗原表位，发现阿尔法、贝塔、伽马和德尔塔毒

株至少使其中一条关键性抗原表位发生突变，帮助

病毒逃逸了杀伤性 T 细胞的免疫识别。逃逸人体

细胞免疫是新冠流行变种的普遍特点。

此外，研究人员还筛选到了不同种冠状病毒中

不变的抗原表位，这些表位的不变性说明了其对于

冠状病毒有重要功能。

清华大学药学院副教授谭旭说，变异新冠病毒

对免疫系统的逃逸大大增加了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的复杂度，这些不变的抗原表位为新一代冠状病毒

通用疫苗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新型通用疫苗将

不仅能激活人体产生中和抗体，同时也能介导广泛

的细胞免疫反应，降低变种病毒突破感染（指接种疫

苗后发生的感染）的风险。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
1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 130届
广交会将于下月首次在线上线下融合举办，展期时
间为 5天，按 16大类商品设置 51个展区。

广交会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促进平台，被誉为中
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任鸿斌说，本届广
交会线下展展览面积约 40万平方米，以品牌企业为
参展主体，着力打造品牌精品展，推动国内国际双
循环；线上展保持原有约 6 万个展位，继续为 2.6 万

家企业和全球采购商提供线上贸易合作交流平台。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储士家介绍，本届广交

会展期虽然由三期缩短为一期，但将呈现更加优质
的品牌展、精品展。线下有 7500 家企业参展，就规
模而言，仍然是疫情下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线下展
会。设品牌展位 11700个，占线下展位总数的 61%，
2200多家品牌企业参展，优质企业占比跟历届广交
会相比显著提升。线上更新上传的展品总量超过
300万件，大量新品上线。

他表示，在本年度广交会出口产品设计奖评选
中，涌现出大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能源、智
能化和绿色环保的创新产品。这些新产品反映出中
国制造、中国外贸在向科技创新和“双碳”目标方向
积极转型。

广东省副省长张新说，这次广交会还有个重要
特点，就是特别突出国内国际双循环，力求通过线
上线下、展会融合、进出口并重，为畅通国内大循
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

第130届广交会将首次线上线下举办

线上展品超300万件

□科普

变异新冠病毒传染力为何增强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9 月 14 日，第 28 届北
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京开幕。来自 105个国家和地
区约 2200 家展商参展，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达 57个，展出全球精品图书达 30万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进一步加
强对外传播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充分发挥展览教育作用，展示百年来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而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贡献和历史经验，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精品出版物展在图博会上
亮相。展会期间，还将举办第 15届中华图书特殊贡
献奖颁奖仪式、巴基斯坦主宾国活动、北京出版高
峰会议、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论坛、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论坛、“BIBF 世界
阅读季”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

右图为读者在图博会的海外综合馆国际童书与

国际版权中心展区参观。 新华社发

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

30万种全球
精品图书亮相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 14日从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自今年秋季学期起，全
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
超过 8000 元提高至不超过 12000 元；全日制研究生
则由不超过 12000元提高至不超过 16000元。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综合考虑学生贷

款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为了进一步减轻学
生的经济压力，将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 4000 元。
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
用于日常生活费。

已经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能否享受到
新政策？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郭鹏表示，对已经提交

贷款申请或者签订借款合同的学生，如果确有需
要，可根据实际需求，申请增加贷款金额。

针对一些学生无力偿还贷款的情况，郭鹏表
示，对于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
害、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以及经济收入特别低的
毕业借款学生，如确实无法按期偿还贷款，可向经
办机构提出救助申请并提供相关书面证明，经办机
构核实后，可启动救助机制为其代偿应还本息，免
除这部分学生的后顾之忧。

新华社厦门9月14日电 记者从厦
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
室获悉，截至 9 月 14 日 11 时，厦门累计
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5例（其中普通
型 22例，轻型 13例），无症状感染者 1例,
均在定点医院隔离诊治，病情稳定。厦
门已决定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14 日
部分地区已经开始。

据介绍，基于厦门市同安区出现工
厂的聚集性疫情，厦门市已将同安区新
民镇湖里工业园以东、同明路以西、集安
路以南、集贤路以北的区域列为高风险
地区，并对病例居住地、工作地及相关活
动场所进行了封控。

新华社福州9月14日电 记者 14 日上午从福建莆
田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13日 24时，莆
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85例，均在仙游县，其
中确诊病例 64例、无症状感染者 21例。

据介绍，在64例确诊病例中，普通型24例、轻型40例，
无重型和危重型。在85个阳性病例中，年龄最大的83岁，
最小的3岁，其中学生36人，含幼托儿童8人、小学生28人。

莆田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副指挥长蔡
国萍说，当地已指定莆田学院附属医院集团下辖的肺科
医院作为定点收治医院，该医院可容纳 525 张床位，采
取最严格的全封闭管理，并已由福建省医疗专家团队全
面接管，国家、省、市三级医疗专家 197人在病区开展救
治工作。

厦门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福建莆田新冠病毒
核酸阳性85例

在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金桥社区检测点，医务

人员为市民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9 月 14 日电 以“普通话
诵百年伟业，规范字写时代新篇”为主题的第 24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以下简称“推普周”）
开幕式 14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
记 者 在 开 幕 式 上 了 解 到 ，我 国 将 按 照“ 聚 焦 重
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的推普工作新方针，实
现到 2025 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85%
的目标。

今年的推普周时间为 9月 12日至 9月 18日。在
此期间，推普周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全国各地、
各行业系统将围绕本届推普周主题，开展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活动。

在本届推普周后，将举办党的语言文字事业
百年光辉历程展，在北京、河北、上海、江西、陕西
等地进行展览，全面系统、生动立体呈现中国共
产党建党百年过程中语言文字政策和实践的产

生、变迁、发展进程，宣传展示语言文字事业为服
务国家发展大局所发挥的基础作用、宝贵经验和
显著成就。

1998 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推广普通话宣
传周，已成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的重
要平台，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增强社会
用语用字规范意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24届全国推普周开幕

力争到2025年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5%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4000元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 14日召开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
频会议，要求全力以赴抓好第十四届全运会安保和中
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和社会稳定。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但事故反弹势头明显，特别是矿山、道路交通、燃气、隧
道施工等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集中。受群众“补偿性”“预
支式”出行意愿强烈和矿山、化工、建筑施工、渔业船舶
等进入生产经营旺季以及汛期延后等因素影响，今年中
秋、国庆假期风险挑战更大、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会议
强调，要深入排查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落实力
量重点监管、重点防控，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要强化假
期应急值守，及时有力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
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切实维护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据新华社广州9月14日电 陶陶居研发“黑科技”
音乐月饼盒，边听粤曲小调，边尝广式月饼；新宝堂在
电商平台直播大谈陈皮文化，泡起养生茶；香港美心推
出小黄人联名款月饼；澳门英记饼家携手史努比……

自 9月 2日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启动以来，粤
港澳大湾区里的一众老字号积极拥抱互联网，各出奇
招，不仅将特有的“广府文化”带到了全国，更纷纷释放
创新潜力，加速开拓新赛道，在电商平台上让更多年轻
人爱上传统文化和传统味道。

“小时候拿着 5角钱跑去小卖部，买瓶沙示汽水喝
是最快乐的事，没想到现在会在大湾区购物节买到。”9
月 10日，在北京居住的广州人林先生在天猫下单了一
箱亚洲汽水，准备和发小一起分享回味。

创于 1946年的亚洲汽水根植于广东，曾是亚洲最
大的汽水厂之一。1992 年，亚洲汽水一度销声匿迹，
成了“时代的眼泪”。在沉寂数十年后，亚洲汽水通过
入驻电商平台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沙示汽水特殊的清凉口味，让很多年轻人觉得新
奇。现在年轻人网购时，常常会调侃问我们客服哪个
是红花油味，哪个是风油精味。这些反馈刷新我们对
品牌的认知，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产品的定位。”香雪亚
洲 CEO 何文锋表示，在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期
间，亚洲汽水推出的城市文化限定款“广州靓版”沙示
汽水，成了年轻消费者的“新宠”。

在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期间，美食、美妆、数
码、家电、个护、家居、服装等领域的 100 余个产业带、
29.8 万个知名品牌、1300 多万件商品在电商平台上亮
相。粤港澳老字号是此次购物节的一大亮点，包括香
港的美心月饼、马百良、奇华饼家，澳门的英记、永辉，
以及广东的陶陶居、皇上皇、王老吉等品牌。

历经岁月洗礼，老字号沉淀了数代人的美好记忆和
情感，也传承着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精湛工艺。面对激
烈的市场竞争，很多老字号使出浑身解数，跟新时代接
轨，与新需求合拍，搭上电商快车道，加速发力“新国潮”。

受台风“灿都”影响，9 月 13 日起，上海风雨交加。

从地上到天上，硬核技术助力上海防台风。在徐汇区城

市运行管理中心，辖区地面积水深度、路边倒伏树木、各

类排水抢险情况，都在防汛防台风指挥平台上得到实时

监测。在浦东陆家嘴的摩天高楼上，减振减摆装置阻尼

器发挥“镇楼神器”的功能，守护着城市天际线。图为9

月13日拍摄的浦东陆家嘴摩天大楼。 新华社发

从“地”到“天”

硬核技术助力
上海防台风

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

国货老字号
网上掀起“新国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