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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1
日零时正式启动，持续至 12月
10日，随后开展普查数据处理、
汇总等工作，2021年对外发布主
要数据公报。本次普查，普查对
象首次可选择自主填报，也可以
由普查员上门登记。

普查摸底工作已于10月31
日结束，完成了绘制《普查小区
图》、普查告知、编制《户主姓名
底册》和上报摸底数据等工作，
为正式登记打下基础。

普查内容
新增“公民身份号码”

随着新阶段与新技术的出
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在普查
方式和方法上都有了明显变化。

本次普查登记的主要内容
包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别、
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行业、
职业、迁移流动、婚姻生育、死
亡、住房情况等。

这样的指标设置与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大体相同，新增了

“公民身份号码”作为普查内
容。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晓超
表示，这是出于数据比对的目
的，统计部门将实现与公安、卫
健等部门行政记录的比对核查，
进而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

普查表的设计也全面反映
着我国人口的真实状况，《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短表》《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长表》《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港澳台居民和外籍
人员普查表》和《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死亡人口调查表》四种表
根据不同的普查对象和普查内
容而设。

其中，普查短表由除港澳台
居民和外籍人员以外的全部住
户填报，反映人口基本状况。在
上述住户中抽取10%配合填写
普查长表，内容包括了短表的全
部项目以及人口的经济活动、婚
姻生育和住房等情况。

此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人口数，按照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公布的资料计算。
台湾地区的人口数，按照台湾地

区有关主管部门公布的资料
计算。

首次采取自主填报也是
我国在人口普查方式上的一
次重大革新。普查对象可以
在自主填报和普查员二次上门
间任选其一，如需自主填报，住
户可在普查员上门摸底时说
明，请普查员提供自主填报的
二维码及自主填报码与密码，
完成自主填报。选择自主填
报的住户应在 11 月 5 日前完
成信息申报。

普查采用多项技术
保护公民隐私

新时代背景下的人口普查，
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公民的隐
私安全被摆到台前。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采用了多项新技术，
应用于普查全流程中，成为公民
隐私的保护屏障。

比如，此次普查采用互联网
云技术、云服务和云应用部署，
按照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
级标准要求进行安全管理。

在信息采集过程中，全面采

用电子化登记，普查员使用电子
采集设备(PAD或智能手机)登记
信息，或由普查对象通过互联网
自主填报。信息采集的移动端
和服务器端采取了严密的数据
加密和脱敏技术。

数据传输过程全程加密，数
据会被实时上传至处理中心，保
证公民的个人信息不在互联网
通道泄露。安全管理机制、安全
防护体系和安全审计机制也均
有应用。

数据的真实性一直被视为
统计工作的生命线。新技术保
护着公民的隐私安全，也提高了
数据的采集效率和质量。同时，
建立了压力层层传导的问责机
制，控制普查质量。

国务院人普办统一领导、统
筹协调普查全过程质量控制的
有关工作。地方各级普查机构
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普查
数据质量负总责。各级普查办
公室必须严格执行各阶段工作
要求，确保普查工作质量与数据
质量合格达标。

据《新京报》

德国11月2日起即将实施
为期一个月的新一轮全国性

“封城”措施。德国总理默克尔
10月31日表示，摆在德国人面
前的将是“漫长而艰难”的四个
月。她强调，德国联邦政府将
在保障所有人健康的同时，尽
一切努力确保将该国经济、就
业和福利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控
制在有限范围内。

10月31日当天，德国疾控
部门公布的单日新增确诊数再
创新高，达 19059人。据德国

“时代在线”实时数据，截至当
地时间 10月 31日 18时 20分，
德国累计确诊526056人、治愈
351127人、死亡10543人。

默克尔当天在每周例行视
频讲话中作出上述表示。谈及
即将实施的第二轮“封城”，她

表示，由于每个人的生活都将
面临巨大的限制，德国经济也
将面临巨大的考验。默克尔
说，为此，她已于日前同德国主
要的雇主联合会和产业联合会
负责人进行了商谈，以降低疫
情给经济带来的冲击。

默克尔重申了实施“封城”
对于快速、有力地控制第二波
疫情的必要性。她同时强调，

政府将为受影响的企业提供快
速且高效的援助，其中联邦和
各州将在短期内为企业提供最
多可达100亿欧元的特别援助，
本轮援助还将涵盖文化行业。

“我们必须尽我们一切所
能，使新增感染人数再度回到
可控范围内。”默克尔呼吁国民
以团结的精神共同度过当前的
考验。 中新

德国二度“封城”在即

默克尔称未来四个月将“漫长而艰难”

当地时间 10月 31日，英
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0
万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
逊宣布，11月 5日起，英国英
格兰地区将进入第二次全面
封锁。

据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
估计，英国现在每100人中就有
1人感染新冠病毒。由于疫情
反弹严重，10月 31日，约翰逊
表示，11月5日起，英格兰地区
的所有的酒吧、餐馆和非必要
商店将关闭，除工作、教育和锻
炼等必要外出，民众必须待在
家中。该禁令将一直持续至12
月2日。在此期间，学校将继续
开放。

这些措施目前将只适用于
英格兰，英国的苏格兰、威尔士

和北爱尔兰的地区政府将自行
制定各自的防疫政策。

报道称，英国是欧洲因新
冠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目前
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病例超2万
例。英国科学家警告称，“最坏
情况”下，英国新冠死亡病例可
能超过8万人。

“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
动，”约翰逊说，“除非我们采取
行动，否则我们国家每天的死
亡人数将达到几千人。”

约翰逊还称，英国政府将
恢复其新冠病毒紧急工资补贴
计划，以确保在英格兰封锁期
间被临时解雇的工人，获得原
本工资的80%。

新的封锁将持续到12月2
日，约翰逊希望彼时病毒将得

到充分控制。约翰逊之前曾表
示，他希望“避免再次被关停的
痛苦”。几周来，他一直承受着

压力，英国的顶级科学家警告
称，英国需要封锁，而不是目前
的局部关停。 中新

英格兰将进入第二次全面封锁

所有酒吧餐馆和非必要商店将关闭

10月31日，一名女子戴着口罩在英国伦敦市中心行走
新华社发

记者11月1日傍晚从天津市滨
海新区官方获悉，南环铁路桥坍塌
事故1名失联者已找到，无生命体
征。事故现场救援基本结束，事故
共造成7死5伤。坍塌事故施工方
现场有关负责人已被公安机关
控制。

综合多方资料显示，11月1日
上午，天津南环铁路维修有限公司
在南环铁路进行桥梁维修过程中发
生坍塌事故。事故发生后，天津市
立即组织公安、消防、应急、卫健等
相关部门在现场开展紧急救援。当
地消防救援力量192人携带10条搜
救犬赶赴现场救援。

截至11月1日18时左右，南环
铁路桥坍塌事故 1名失联者已找
到，无生命体征。事故现场救援基
本结束，事故共造成7死5伤。

据了解，该事故为南环铁路维
修有限公司在临港铁路K4+300米
处更换桥枕作业时发生。 中新

据新华社电 截至11月1日，土
耳其西部、希腊东部萨摩斯岛附近
的爱琴海海域6.6级地震已导致两
国至少53人死亡。其中，土耳其至
少有51人死亡、近900人受伤。

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伊 1日
在伊兹密尔省灾区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截至当天清晨，地震造
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 51人，此外
有 896人受伤，其中 8人收治在重
症监护室。

伊兹密尔省在此次地震中受灾
最重。据媒体报道，该省有数十处
房屋倒塌。土耳其灾害和应急管理
部门当天说，目前共有5700多人在
灾区开展搜救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工
作。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表示，卫
生部在震后立即向灾区调配了170
辆救护车和 2架救护直升机进行
支援。

据媒体报道，地震发生33个小
时后，一名70岁的老人被搜救人员
从废墟下救出，送往医院。目前，搜
救人员仍在伊兹密尔省倒塌的建筑
废墟处努力搜寻幸存者。

据希腊政府最新消息，地震已
造成2人死亡，10余人受伤。希腊
总理米佐塔基斯10月31日下午飞
往萨摩斯岛视察，对遇难者家属表
示慰问，并与当地官员就灾后支援
和重建工作举行会议。米佐塔基斯
说，政府将全力支持萨摩斯岛灾后
恢复。

邻近的希俄斯岛部分建筑也在
地震中损毁。希腊政府10月31日
宣布萨摩斯岛和希俄斯岛进入紧急
状态。

土耳其灾害和应急管理部门
说，地震发生在土耳其时间10月30
日 14时 51分（北京时间 19时 51
分），震级为 6.6级，震源深度约为
16.5公里。

雅典国家天文台地球动力研究
所发布的数据显示，地震震中位于
萨摩斯西北约16公里处，震源深度
约为2公里，整个爱琴海以及希腊
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有震感。

爱琴海地震致土耳其
和希腊至少53人死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启动

多项新技术保护公民隐私
天津南环铁路桥坍塌
致7死5伤
有关负责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