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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出台了《关于我省建立常态化核酸检测服务机制的指导意见》，决定建立全省常态化核酸
检测服务机制，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新冠病毒传播特点，就普通人群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重点人群核
酸检测频次、核酸采样点布局设置、核酸检测结果运用等方面予以明确，旨在尽早发现可能的潜在感染者，
尽快切断潜在的传播链条，用最短时间、最低成本、最小代价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常态化核酸检测和以往的
核酸检测略有不同？江西省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进行了权威解答。

江西实行常态化核酸检测
普通人群3天1检 未检人员赋灰码

近日，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全
部或部分地区开始要求核酸检测常
态化。在常态化核酸检测之下，政府
如何向企业采购？财政资金需要承
担多少费用？日前有学者算了一笔
经济账。

北京两个月核酸检测花了17.25亿元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
师钱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常态
化核酸检测服务项目的采购方往往
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按照法律规定，如果上述机构进行公
开招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的规定。同时，政府采购不
一定要公开招标，只有服务项目金额
达到 200 万元以上的，才必须采用公
开招标方式。

以北京市为例。自 5 月 3 日起，
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单样本检
测价格由每次 24.9 元降低至 19.7 元，
同时，按照北京市卫健部门技术要求
和标准实施混合检测时，每样本检测
价格统一不高于3.4元。

据《北京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1年末，北
京常住人口2188.6万人。记者按该人
口数量统计，如果按照10：1混采、一周
测一次，北京需要每天至少32万管的
核酸检测能力；按照10个样本混合检
测的每样本单价最高限价3.4元，北京
一个月因常态化核酸检测所须支出约

为 2.98 亿元，按照单样本检测价格
19.7 元估算，北京两个月因常态化核
酸检测所须支出达到约17.25亿元。

是否有助于平衡经济成本？

常态化核酸检测能否最大限度
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
目前应对奥密克戎综合性、中长期社
会成本最小的防疫方式。”

他表示，积极应对疫情，客观上
为一部分新经济带来机会，数字和医
疗等抗疫措施带来的新经济能够带
回0.2-0.3百分点的增量。

假定每个月实施两周全面封控
的城市经济规模相当于上海的经济
体量（2021年GDP为4.32万亿），由于
奥密克戎的高传染性，假设平均每月
实施局部封锁的城市经济规模约占
GDP 的 20%（4 月 这 一 数 值 超 过
40%）。则一个月封城两周的经济成
本为1568亿元。

研报指出，如果未来中国所有的
一线和二线城市（2021年人口为5.05
亿）都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则每个
月常态化核酸的费用上限为 1212 亿
元，约合 1.45 万亿元/年。因此，至少
在成本方面，大规模常态化核酸检测
的防控措施可能要优于定点式、高强
度的封控措施。

（据中新经纬）

目前各地、各有关部门正结
合自身实际，制定出台具体实施
办法或实施细则，确保当前常态
化核酸检测服务机制落细落实，

具体安排以各地官方公布为准。
江西省指挥部将根据疫情防控形
势的变化，对核酸筛查策略进行
动态调整。 （记者储符琳）

机构推算：

一二线城市常态化核酸检测一年要花1.45万亿元

公共场所人群密集复杂，若
有阳性感染者进入公共场所后，可
能会造成放大传播。核酸检测作
为判断是否感染新冠病毒的重要
标准，通过加强查验公共场所核酸
检测证明，可确保做到早发现、早
处置，对防止疫情扩散极为重要。

同时，专家研究表明，当完成
一轮区域核酸检测后，那些已经感
染且正在排毒的感染者，能通过核
酸检测阳性而被筛查出来；而那些
感染了病毒、暂时还没有向体外排
毒的感染者，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阴
性而无法被及时发现。因此，为了
跑赢病毒、尽早发现潜在感染者和
切断潜在的传播链条，连续开展核
酸检测成为了本轮疫情防控的重
要策略。

在当前情况下，各地将对非重
点岗位、非特殊行业、非公共场所
及非暴露型服务行业人员的普通
人群，实行3天1检，这样既可尽早
及时发现社会面可能潜在的阳性
感染者，同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又
可作为人员有序流动的依据。

各地将对医疗机构、监所、
养老福利机构、口岸检疫和边防检
查、隔离场所、冷链相关企业等重点
场所从业人员实行1天1检，对工业
企业（含建筑工地）、文体旅游、宾馆

酒店、公共交通、商超、药店、娱乐场
所、理发美容、快递外卖、农贸市场、
批发市场、家政服务、环卫、物业保
洁、保安、餐饮服务等高风险暴露人
群实行2天1检。

各地将按照“步行不超过15
分钟、排队等候不超过 30 分钟”
的便民原则，在农村和社区合理
布局核酸检测采样点位。其中，
在“三站一场一口”（火车站、客
运站、地铁站、机场、高速公路出
口）设置24小时免费核酸检测采

样点，在其他区域根据人口密
度、功能定位等，以“固定采样
点+便民采样点+流动采样点”
相结合的方式，合理布局采样点
位，动态调整不同点位的开放时
段，让群众方便、快捷进行核酸
采样。

各地将对未按要求实行1天
1检、2天1检或3天1检的应检未
检人群，实行健康码“灰码”提醒管
理，“灰码”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出来
后为阴性的自动转回绿码。灰码
时间超过12小时仍未完成核酸检

测的人员将赋予黄码，黄码人员严
格限制进入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
（除医疗卫生机构紧急就医以外），
严禁乘坐公交车、网约车、出租车、
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不服从管理
的严格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怎样界定重点人群核酸检测频次？

核酸采样点如何设置？

不参加常态化核酸检测可以吗？

常态化核酸检测开始结束时间？

常态化核酸检测
该怎样开展？

为什么要进行
常态化核酸检测？

□相关新闻

10 日晚，南昌市教育局发布
消息称，南昌全市符合条件的初
三年级和中职毕业年级学生 5 月
16 日返校复课，其他年级复课时
间视疫情形势再行确定。所有返
校复课人员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
各项要求，返校前需按要求接受
核酸检测，提前填报《健康信息申
报卡》。师生员工及其共同生活
居住人员近期不出市，非必须不
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做到学校、家
庭往来“两点一线”，途中做好防
控措施。

返校时，重点抓入校核验。

全面把控所有进出校园通道，实
行校园封闭式管理，并根据疫情
形势发展及时调整封闭式管理
要求，做到专人负责、区域划分
合理、人员登记排查记录齐全。
所有入校人员核验身份，落实

“四查一戴”（查验体温、健康码、
行 程 码 、核 酸 检 测 情 况 ，戴 口
罩）。

返校后，持续加大核酸检测
抽检频次、扩大抽检面，学生抽检
率在之前每天 20%的基础上提高
至 50%，教师及其他后勤人员每
天开展核酸检测。坚持“人”“物”

“环境”同防，对进入学校的快递、
包裹及食材类物品，实行专人接
收、定点区域摆放、按规定消毒，
落实重点场所通风换气、环境消
杀等措施。坚持家校同防，确保
学生“点对点”从家庭返回学校，
做到上学路途闭环管理。全市教
育系统将进一步压实责任，严格
落实闭环管理、人员管理、卫生消
杀、风险报告、应急处置等各项防
控要求，全力以赴确保广大师生
安全、有序复学，坚决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

（记者 胡艳梅）

南昌初三和中职毕业年级5月16日复课

记者 11 日获悉，江西省商务
厅发布 2022年江西大宗商品消费
季购新车摇号抽奖活动实施细则，
活动专项资金 4600 万元，近期要
购车的市民千万不要错过。

2022 江西购新车摇号抽奖活
动规定，在江西省内汽车经销企业
购买“国六”以上排放标准燃油汽
车新车或新能源新车的个人消费
者，在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内取得
购车发票，并在 8月 15日 23：59时
前办完江西车牌上牌手续并按要
求上传相关报名资料后，即可参与
摇号抽奖活动。

符合摇号抽奖资格的个人消

费者，可登录“云闪付”APP 首页
点击“江西省购新车抽大奖”图标
或在首页搜索“江西省购新车抽
大奖”进入报名页面，报名页面分
为“燃油新车报名入口”和“新能
源车报名入口”，在签署承诺书和
填写手机号码、银行卡号、车牌号
等信息后，根据页面提示依次上
传购车者身份证、购车发票、汽车
行驶证等三项图片材料后即可参
加活动。

据悉，燃油汽车新车奖池3600
万元。奖项全省共设立一等奖
200 名，每名奖补 5 万元；二等奖
500 名，每名奖补 2 万元；三等奖

2000名，每名奖补5000元；四等奖
3000 名，每名奖补 2000 元。奖补
金额不超过实际购车价格（购车发
票显示的价税合计金额），且不超
过该款车型厂家市场指导价。新
能源新车奖池 1000万元。全省共
抽取产生 2000 名中奖者，每名奖
补5000元。

活动将采用电脑随机摇号抽
取方式，在指定场所进行现场摇号
抽奖。抽奖结果经公证机构认定
及活动联合监审组核定后，通过省
商务厅官网、“江西商务”微信公众
号及新闻媒体公开发布。

（记者 胡燕梅）

江西安排专项资金4600万元

市民购新车可参与“摇号抽奖”
与“我爱你”“我爱伊”谐音，

“520”“521”于是成为了众多新人
扎堆结婚的热门日子。今年出于
疫情防控考虑，南昌市红谷滩区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于 5 月 10 日发出
公告，在“520”“521”两天实行婚姻
登记预约办理制度，需提前三天进
行预约。

《公告》要求，为减少因人员聚
集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切实保障
广大办事群众的健康和安全，5月
20 日、5 月 21 日当天，红谷滩区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实行预约办理制
度（需提前三天进行预约），分时段

办理登记，暂不办理现场取号。准
新人们可提前通过支付宝“赣服
通”进入“江西省婚姻登记网上预
约系统”提交业务申请（具体操作：
支付宝→赣服通→搜索“婚姻登记
预约”）或通过电话预约（预约电
话：0791-83820397）。已经预约成
功的当事人，须按照指定时间前往
办理；未预约成功的，当天不予办
理。每日预约办理总量不超过 40
对，如当天约满可预约其他日期。
预约当事人应提前了解办证要求
和流程，确保携带齐全相关证件材
料。 （记者 储符琳）

南昌红谷滩区明确
“520”、“521”婚姻登记需预约

11日，上海徐汇区达到社会面
基本清零标准，截至目前，上海已
有 8 个区和浦东新区部分街镇社
会面基本清零。随着疫情防控形
势的好转，上海市商贸领域复工复

市步伐加快，符合防疫规范的便民
零售场所应开尽开。图为顾客在
上海市嘉定区新成路街道一家蛋
饼店前排队。

（据新华社）

上海逐渐恢复“烟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