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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15日首次执
行常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
空，目标是将4名美国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

美国航天局直播画面显示，美国东部时间15日
19时27分（北京时间16日8时27分），载人“龙”飞船
由“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升空。2
分40秒后，火箭一二级成功分离。随后，火箭第一级
成功降落在大西洋上。发射大约12分钟后，飞船与火
箭分离，继续飞向国际空间站。

这是“龙”飞船继今年8月顺利完成首次载人试飞任
务之后，正式开始执行常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龙”飞船
是美国首个由私营企业建造并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的
载人飞船，也是自美国航天飞机之后首个获美航天局认
证的常规运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的新型载人飞船。

参与这次代号“Crew-1”航天任务的4名宇航员
分别是美国航天局宇航员迈克尔·霍普金斯、维克托·
格洛韦尔、香农·沃克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的宇航员野口聪一。宇航员将他们搭乘的“龙”飞船
取名为“坚韧”号。

按计划，飞船将在发射后27小时32分与空间站
自动对接。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停留6个月。

这次发射原计划14日进行，后因天气原因推迟
至15日。

今年5月30日，“龙”飞船首次开始载人试飞，将
两名美国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在经过各项评估
后，美国航天局11月10日正式批准“龙”飞船定期运
送宇航员往返空间站。 据新华社

美国“龙”飞船
首次执行商业载人任务

参与这次代号“Crew-1”航天任务的宇航员们。新华社发

由于新疆喀什地区近期发生聚集
性疫情，并部署实施全员核酸检测。
根据浙江常态化精密智控机制要求，
省防控办于10月26日作出规定，对
10月10日以来有喀什地区旅居史的
人员，在来浙返浙后要求提供到达目
的地前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能
够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
康码”绿码；对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或信
息的，到达目的地后应立即到综合服
务点等指定场所接受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者，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
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流动。考虑到
新冠病毒具有潜伏期，对来自喀什地
区的核酸检测阴性者仍应加强14天
健康监测，并提示做好个人防护；如出
现发热等异常症状的，必须及时就医
并报告。

因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营前
村，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街、中新渔港
冷链物流区A区和B区，安徽省颍上
县慎城镇张洋小区已被确定为中风险
地区。有上述地区旅居史的人员，在
来浙返浙后也要求提供到达目的地前
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能够出示
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
码，经核验后，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
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流动。为避
免可能出现的风险隐患，建议省内人
员近期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如必须前往的，请务必加强个人防护。

此外，鉴于山东省青岛市疫情已
得到有效控制，浙江在该市全域降为
低风险等级之日起，不再要求离青来
浙返浙人员提供核酸检测阴性等证明
材料。 据宁波发布

浙江疫情防控调整！

这些地区人员来浙返浙
需提供核酸检测证明

11月 16日下午，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第五
十六场新闻发布会。

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广胜首先通报
了全省最新疫情情况：11月15日，浙江无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
（由英国输入），已排查密切接触者均已实施集中隔离。截至11月 15日24时，
浙江已连续152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报告；现有在院治疗确诊病例7例，尚在
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37例，均由境外输入。

进一步完善“人物并防”措施

综合判断前阶段国内相关病例呈
现的风险因素，浙江全面加强冷链食
品、重点场所环境、重点人员新冠病毒
监测工作，切实增加日常检测频次。
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做好进口冷链食
品的装卸运输工具、产品外包装等预
防性全面消毒工作，实现全流程闭环
管控可追溯。着力健全进口冷链食品
从业人员、入境口岸货物装卸搬运工
作人员防疫措施。

同时，坚持疫情防控底线思维，
着眼于县级5—7天内完成辖区内人
口最多的乡镇（街道）全员筛查、市级

5—7天内完成辖区内人口最多的县
（市、区）全员筛查、省级5—7天内完
成1000万人次筛查的标准，准备社
区全员核酸筛查能力。深化多点触
发监测预警网络建设，坚决防止疫情
反弹。

针对秋冬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情
形，组织开展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其
中，将70周岁以上老年人流感疫苗自
愿免费接种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目
前，全省已完成流感疫苗接种181.7万
人，着力降低流行性感冒与新冠肺炎
叠加传播的风险。

重点地区来浙人员需有检测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