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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新增18例感染者

有轨迹交集的请立即报告

我市今日开放
13个疫苗接种点

本报讯（记者 陈莼）今日，我市有10个疫苗接种点提
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同步提供3岁至11岁儿童新冠疫
苗接种服务。

接种新冠疫苗（含加强免疫）
需通过“美丽厦门智慧健康”微信
公众号预约或由单位、村居统一组
织。市民还可到提供重组新冠病
毒疫苗（CHO细胞）的接种点预约
接种。

需要注意的是，接种新冠疫苗
后24小时内不要进行核酸检测。

个人养老金制度启动 福建全省实施
实行个人账户制，年缴纳上限12000元

本报讯（记者 陈莼）记者从市
疾控中心获悉，11月26日12时至
27日12时，我市新增3例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轻型）、2例无症状感染者
和13名阳性感染者，均已闭环转运
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上述感染者活动轨迹主要涉
及：

11月23日，22:39-23:06鹭翔超
市（集美区浦林村莿林内社27-101
号）。

11 月 24-25 日，思明区演武路
15 号，集美区锦中路 51 号，尚优速
广告公司（集美区杏林村苑东路160
号1楼），集美区甲园路3号厂房，朗
美（厦门）健身器材有限公司（集美
区杏林北二路25号）。

11 月 24 日，7:45-19:45 京东快
递厦门杏林营业部（集美区后铺东路
31 号），8:10-8:28 八闽食坊肠粉店
（集美区康成二里38-109号），9:46-
9:53元初食品凤凰花城店（集美区锦
英南二里 22-25 号），10:00-11:00、
14:24-15:34 郑远元修脚店（湖里区
长浩路 262 号），10:25-10:31神山采
样亭（湖里区殿前四路280号），13:05-
14:23鱼之香石锅鱼店（湖里区寨上
社 1001-102 号），14:30-16:40 集美
区软件园三期 A06 栋、A04 栋、A05
栋二层车库，14:55-15:10 菜鸟驿站
（集美区浦林村莿林内社 504 号），
15:32-15:35KOI 奶茶（湖里区长虹
路店）,15:50-15:52 可思汉超市（集
美区诚毅大街371号），17:51-20:42
葆姿女子健身会所嘉禾店（思明区
嘉禾路343号），18:53-18:59见福便
利店（嘉禾路 341-105 号），19:03-
19:07源泉便利超市（思明区嘉禾路
341-109 号），19:46-19:56福兴乐生
鲜超市（集美区浦林村莿林内社421
号），20:10-21:57羽润羽毛球馆（思明
区前埔工业园34-8号），20:26-20:27
菜鸟驿站（集美区锦园路26号102），
20:30-21:17姿彩造型锦园店（集美区
甲园路39-101号），23:30-23:58湘鄂
食府（集美区浦林路633号）。

11 月 25 日，7:30-18:00 双牛厦
门机械有限公司（集美区杏林北二
路 69 号），8:16-19:51思明区嘉义路
99号15楼、22楼，8:55-9:10思明区莲
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楼，9:01-
9:07公交904路（第一医院杏林分院
站-杏林消防站），9:16-18:55 京东
快递厦门杏林营业部（集美区后铺
东路31号），9:29-15:27思明区环岛
东路1699号5楼、27楼，9:34-9:42公
交904路（杏林消防站-第一医院杏
林分院站），10:00-10:06锦园菜市场
两个摊点（集美区锦园新村210-103
号、锦园新村 210-107 号），10:06-
10:10永金垵超市锦园店（集美区锦
园路 10-101 号），11:00-11:30 摩托
车修理店（集美区纺织西路 16-3-
115号），11:21-11:23汤金兰早餐店（集
美区纺织西路16-4-109号），11:27-11:
49、13:16-13:28鹭翔超市（集美区浦
林村莿林内社 27-101 号），11:35-

12:40、18:00-20:10集美公安分局交
警中队（集美区纺织路18号），11:40-
11:42浩屿食品经营部（集美区纺织
路1-2-109），13:33-13:43好实在超
市（集美区锦园路182-101号），14:08-
14:23集美区妇幼保健院一楼（集美
区九天湖路16号），14:28-14:46集美
区软件园三期 A06 栋，14:40-16:55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一楼和二
楼（集美区盛光路 566 号），16:13-
16:17 福旺多超市（集美区白泉街16-
102号），16:24-16:27、18:58-19:02青
云隆超市（集美区锦园路 164 号），
16:25-16:29 灌口（吉来）卤鸭杏林
二店（集美区白泉集贸市场内），
17:42- 17:47 湖 里 区 永 升 农 贸 市
场，17:52-18:12 同安大肠血（湖里
区嘉园路 41-2 号），18:11-18:32 厦
乐果蔬店（集美区浦林村莿林内社
502-101号），18:38-18:54闽小超生
鲜超市（集美区湖内嘉园 23 号），
19:53-20:02 思明区软件园二期篮
球场核酸采样点，20:00-20:30 吉吉
鸡杏林店（集美区杏林东路 5-97
号），20:27-21:07湘鄂食府（集美区
浦林路633号）。

11月26日，10:15-10:20西雅图
马青路地铁口核酸采样点（海沧区
钟林里474号）。

请有上述活动轨迹交集的人员，
立即报告属地疫情防控部门，严格做
好个人防护，非必要不外出，配合进行
流调等疫情管控措施。如隐瞒相关
接触情况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等不良
后果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上述感染者基本情况如下：
病例1，集中隔离点检出，11月

26日作为25日报告阳性感染者6的
密接人员落实集中隔离，25日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26日核酸检测结
果为阳性，26日诊断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病例2，集中隔离点检出，11月
26 日作为当日报告阳性感染者 20
的密接人员落实集中隔离，26日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27日诊断为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病例3，集中隔离点检出，11月
25日作为当日报告阳性感染者6的密
接人员落实集中隔离，25日核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26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
性，27日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现住址为集美区锦东路6-101号。

无症状感染者1，重点地区入厦
人员核酸筛查发现，11月24日乘坐
MF8546航班入厦，24日核酸检测结
果为阴性，25日核酸检测结果异常，
26 日重采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26
日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现住址为思明区会展北路海峡国际
一期7号楼。

无症状感染者2，重点地区入厦
人员核酸筛查发现，乘Z128次列车
于11月23日入厦，“落地检”结果为
阴性，25日核酸检测结果异常，26日
重采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26日诊
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现住

址为集美区浦林村莿林内社5号。
阳性感染者1，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发现，11月25日作为当日报告阳
性感染者6的密接人员落实居家隔
离医学观察，25日核酸检测结果为
阳性。现住址为集美区锦东路 106
号。

阳性感染者2，集中隔离点检
出，11 月 25 日乘坐 UQ3623 航班入
厦，抵厦后即转运至集中隔离点，25
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阳性感染者3，集中隔离点检
出，11月25日作为当日报告阳性感
染者6的密接人员落实集中隔离，26
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现住址为
集美区锦园路187-1号。

阳性感染者4，集中隔离点检
出，11月26日作为25日报告阳性感
染者6的密接人员落实集中隔离，25
日核酸检测结果异常，26日重采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现住址为集美
区康成二里30号。

阳性感染者5，集中隔离点检
出，11月26日作为当日报告阳性感
染者20的密接人员落实集中隔离，
26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阳性感染者6，集中隔离点检
出，11 月 24 日作为当日报告病例 2
的密接人员落实集中隔离，24日、25
日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6日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阳性感染者7，集中隔离点检
出，11 月 23 日作为当日报告病例 1
的密接人员落实集中隔离，23日-25
日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6日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阳性感染者8，集中隔离点检
出，11月26日作为25日报告阳性感
染者6的密接人员落实集中隔离，26
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阳性感染者9，集中隔离点检
出，11 月 21 日作为当日报告病例 6
的密接人员落实集中隔离，21日-25
日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6日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阳性感染者10，居家隔离医学
观察发现，11月24日作为当日报告
病例12的密接人员落实居家隔离医
学观察，24日、25日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26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阳性感染者11，集中隔离点检
出，11月25日作为外地病例的密接
人员落实集中隔离，26日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现住址为思明区前村
埔路563号。

阳性感染者12，集中隔离点检
出，11 月 26 日作为阳性感染者 6 的
密接人员落实集中隔离，26日核酸
检测结果异常，27日重采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现住址为海沧区海发
路96号。

阳性感染者13，居家隔离医学
观察发现，11月26日作为当日报告
阳性感染者18的密接人员落实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26日核酸检测结果
异常，27日重采核酸检测结果为阳
性。

本报讯（记者 张珺 通讯员 林瀚）11
月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宣布，个人
养老金制度启动实施。记者昨日从省人
社厅获悉，我省作为人社部确定的36个先
行城市（地区）之一，在全省范围内参加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的劳动者，均可参加个人养老金。

据介绍，参加人可以通过全国统一线
上服务入口（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
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
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App等）或者经
银保监会确定的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老
金账户，通过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资
金账户。两个账户开立后，就可向资金账

户缴费、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年缴纳上
限12000元，缴费即可享受税费优惠。

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或
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以及
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才能领取个人
养老金。参加人死亡后，其个人养老金资
金账户中的资产可以被继承。

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
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
能的制度。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
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自主选择购买符
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
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实行完全积累，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三大主题篇章”
邀您乐游翔安

翔安赴漳州泉州莆田推介旅游
本报讯（记者 吴君宁）为展示翔安人文底蕴和山

海野趣，抓住福建省“一小时经济圈”的聚集效应，同
时带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一体化发展，上周，翔安区
先后走进福建漳州、泉州、莆田举办“爱心厦门·闽韵
翔安”主题旅游系列推介活动。活动由市文旅局、翔
安区政府主办，翔安区文旅局承办。

近年来，翔安区坚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
展独具翔安特色的“山、海、田、厝”乡村振兴策略，打
造了兼具经济、人文、生态等多方效益的旅游路线。
此次推介活动融合视听互娱、路演互动、推介互利、踩
线互访等形式，全方位展现翔安别具特色的山海、农
耕、古宅等旅游资源；展示厦门海韵繁华、现代文明的
城市气质。活动将文化古韵与新兴风尚相结合，向漳
州、泉州、莆田等周边地区的来宾，献上厦门及翔安旅
游的新视角、新方式、新路线。

推介会上，主办方因地制宜推出“自在度假·赶海
纵林阖家乐”“自得享受·走街踏田乡野趣”“乐自由
我·光影艺文风雅致”三个主题篇章，针对性覆盖以亲
子家庭、文艺青年以及都市白领三大客群为代表的三
大旅游主力客群。

冬季到辽宁度假
体验冰雪乐趣

本报讯（记者 吴君宁）东北辽宁即将在12月份
正式进入日均-3℃至-14℃的冰雪旅游季。近日，辽
宁省文旅厅来我市举办“畅游辽宁 四季任我行”辽宁
冬季旅游推介会，邀请厦门市民去辽宁体验冬季的冰
雪情趣。

辽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南部，拥有14.8万平方公
里肥沃的土地和2290多公里大陆海岸线，是东北地区
唯一的沿海省份。这里拥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和壮
美秀丽的生态景观。昨日推介会以“嬉冰雪 泡温泉 在
辽宁 过大年”为主题，全面介绍了辽宁冬季特色文旅
资源。辽宁省文旅厅精心筹划，充分利用两地间的便
利高铁和密集航线等交通条件，以各自的风景名胜为
目的地，准备了能满足各地游客不同需求的丰富、便捷
的旅游产品。

现场推介了辽宁“一圈一带两区”冬季冰雪温泉
主题线路，展示辽宁特色文旅宣传册、线路手册、导游
图和大量文化旅游商品等。“福建旅游达人游辽宁”首
发团也在现场启动，首发团由福建旅游达人、媒体记
者及核心旅行商组成，将亲身体验辽宁冬季经典旅游
线路——沈阳、盘锦、锦州、葫芦岛等特色产品组合。

此次推介会是辽宁四季旅游冬季品牌重点推广
活动和加强两省文旅交流合作的系列活动之一。主
办方表示，希望借此机会架起一座连通南北的文化旅
游桥梁，让福建和厦门的朋友更多地了解辽宁、认识
辽宁，有机会去辽宁走走看看。

气温过山车
即将“发车”

后天较强冷空气抵厦，气温“断崖式”下跌

尊敬的翔安隧道（五通段）道路接线工程项目被
征收人:

定于2022年12月1日起办理本项目选房
手续，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项目选房分两轮：
①第一轮选房时间：2022年12月1日起至

2022年12月4日止，每日上午8:30-12:00，下
午2:30-6:30。

②第二轮选房时间另行通知。
二、办理地点：银霞花园选房中心一楼
三、联系电话：0592-7707902
四、注意事项：
1、请各被征收人根据电话通知到场的具体

时间携带身份证、户口本等相关资料前往银霞
花园选房中心办理选房事宜，亦可通过电话提
前咨询办理事项。

2、被征收人无法到现场的可委托他人办
理。受委托人应携带委托人的委托书，以及委
托人、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特此通知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金山街道办事处
2022年11月28日

“翔安隧道（五通段）道路接线工程”项目

选房通知

趁着阳光偶尔出现趁着阳光偶尔出现，，
一只北红尾鸲在树梢张一只北红尾鸲在树梢张
望望。（。（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铭鸿林铭鸿 摄摄））

厦门疾控发布健康提醒：

外省入厦不满3天
不进入公共场所
不参加聚集性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莼）11月26日全国新增报告3648例本
土确诊病例、3585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涉及31个省份。

根据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2022〕第
29号通告：福建省外(含7天内福建省外旅居史)入(返)厦
人员和福建省内高风险区所在县(区)入(返)厦人员，抵厦
不满3天者，不进入餐饮服务、购物中心(含百货店)、商场
超市、农(集)贸市场、美容美发、洗浴、足浴、SPA、游艺厅、
歌舞厅、KTV、网吧、酒吧、剧本杀、密室逃脱、健身房、游
泳馆、棋牌室等公共场所，不参加聚集性活动，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

福建省内其他地区入(返)厦人员，“落地检”阴性结果
出来前要严格居家或居店，不进入公共场所，不参加聚集
性活动，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市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所有（入）返厦人员，须提前
通过i厦门微信公众号“入厦人员信息登记”登记信息，并主
动向所在单位、社区或入住酒店宾馆报备，配合落实健康管
理措施。未提前报备的，须在抵厦后6小时内进行补录报
备。根据出发地和途经地疫情风险等级实施分类管理：

对7天内有A类城市（内蒙古，西藏，新疆，重庆，河
北，广东省广州市，青海省西宁市，河南省郑州市、洛阳市，
甘肃省兰州市）的入（返）厦人员：入厦后实施3天居家健
康监测+4天自我健康监测，第1、2、3、5、7天各进行一次
核酸检测。

对7天内有B类城市旅居史的入
（返）厦人员：入厦后实施五天四检，
第1（落地检）、2、3、5天各进行一次核
酸检测。

C类城市即除AB类地区以外其
他所有市外入(返)厦人员：入厦后实
施三天三检（含落地检）。

11月26日0时—24时

我市新增7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和6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陈莼）据福建省卫健委、厦门市卫健委
官网消息，11月26日0时—24时，福建省报告新增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8例（福州市1例，厦门市7例；其中无症状感
染者转确诊2例）。当日报告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7例（福州市1例、厦门市6例）；解除隔离6例。

本报讯（记者 朱道衡）昨天鹭岛
依旧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零星小
雨时至。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
我市气温将迎来一轮“过山车”，呈
现先升后降，今明两天受偏南风影
响，气温继续回升，但后天开始，较
强冷空气抵厦，气温呈现“断崖式”
下跌，市民要提前准备好厚衣服。

弱冷空气影响下，昨天夜晨我
市最低气温在17℃~19℃，加之湿度
居高不下，平均湿度在71%左右，体
感较凉，白天气温回升，城区最高气
温达到24℃~26℃。

今冬以来最强寒潮正自北向南
席卷全国，中央气象台昨天升级发布
寒潮最高等级的橙色预警。预计后
天，该较强冷空气的先头部队就将抵
达厦门，在此之前，厦门会在偏南风
暖空气控制下，以多云天气为主，风
力微弱，气温继续上升，预计明天城

区最高气温将升至28℃左右，局部地
区会超过30℃，午间暖意融融。

需要提醒的是，今天白天我市
沿海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市民仍
需备好雨具。

后天抵厦的这股冷空气不可小
觑，它给我国北方不少地方带去了
气温暴跌和较强雨雪天气，严重影
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尽管经过
长途跋涉，这股冷空气已经衰弱了
一些，但它仍将给我市造成较明显
的降温，还会送来大风、降雨天气。

预计，本轮冷空气将持续影响到
12月2日，届时城区最高气温只有
18℃，最高气温降幅达到10℃上下，
最低气温降幅在7℃左右。其间，我
市沿海还将出现7-9级东北大风，同
时还会有较弱降水。此外，12月5日
新一股冷空气会再度到来，我市又会
出现降温、降水及沿海大风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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