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Y K

众志成城 打赢疫情防控战·动态

A02

2020.1.23 星期四
责编 雷艳 美编 黄达

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回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焦点

疫情有扩散风险 防控已全面升级
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时作出防控部署。当前，各相关部门和地方正全力以赴
科学有效抓好疫情防控。如何研判当前发生的疫情、是否已出现病毒超级传播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2日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有关
情况举行发布会，回应公众对疫情的诸多关切。
截至 1月 22日 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国内 13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550例，死亡病例 17例，全部为湖北病例。

疫情存在扩散风险
首次提出严防死守
从仅湖北武汉一地发现， 到截至目
前 13 个省（区、市）报告感染确诊病例，
时间不过三四天， 令公众对疫情发展的
速度感到吃惊。 目前，新型肺炎疫情到底
处在一个什么水平？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在
发布会上说，近日，病例数量变化较大，
与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不断加深、 完善了
诊断方法， 优化并向全国下发了诊断试
剂有一定的关系。
他说，专家研判认为，病例主要与武
汉相关，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
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 疫情传播
途径以呼吸道传播为主，病毒存在变异的
可能，疫情存在着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李斌在发布会上说， 要严防死守，
把疫情控制在武汉。 这是在此次疫情防
控的官方公开表态中首次出现“严防死
守”， 显示出对当前疫情防控的判断已
升级。

分区分人群全面防控
确保真正落实“五早”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李斌说，

近日我国进一步加强了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完善了国家卫健委牵头，包括 30 多
个部门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下设综合、
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攻关、后勤保
障、前方工作组，分别由相关部门负责同
志任组长，明确责任，分工协作，共同推
进疫情防控工作。
面对春运， 人员流动性大幅增强，
如何对疫情进行有效防控，避免全国性
地扩散？ 李斌表示，下一步将对不同地
区、不同人群的疫情防控工作实行分类
指导。
具体而言， 在已发现病例的省份强
化疫情监测应对，落实“五早”措施即病
例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
治疗，调配医疗资源加强病例救治，做好
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 医院感染防控和
实验室生物安全等工作， 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加大环境卫生整治力度，延缓疫情
传播。
在还未发现病例的省份， 制定完善
应急预案和工作方案， 重点做好负压救
护车、负压病房、诊疗专家、治疗药物、检
测试剂、 消杀药械和防护用品等疫情应
对准备，开展医务人员培训，确保一旦出
现疫情能够规范有效处置。
当前在防 控 一 线 出 现 了 医 务 人 员
感染。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负责人
焦雅辉表示， 这暴露出医疗机构在医

院感染防控方面确实还存在着薄弱环
节， 防护和医院感染控制的措施也要
进行相应调整。 现在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 如修订和完善医务人员个人防护
标准和规范， 提出了更 加严格的医院
感染防控措施， 对全国的医务人员进
行培训。
李斌说，当前对于全国防控而言，要
把这些防控措施落实好， 真正做到“五
早”，把疫情有效地控制住。

7 个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 其中
SARS、MERS 比较严重， 另外 4 个对
人类的致病性比季节性流感还弱 。 对
于这个新病毒， 还在不断对它科学认
识的过程中。 就目前的流行病学和认
知来说，儿童、年龄比较小的人对它不
易感。

病毒在适应突变
初步判断儿童年轻人不易感

现在武汉到底处于怎样的情况？ 国
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日前
对媒体表示， 近期疫情防控的重点仍然
在武汉。
“目前全国九成以上的确诊病例集
中在武汉。 ”李斌说，下一步把好“入口
关”， 严格落实市场监管和野生动物管
控；把好“出口关”，严格落实机场、火车
站、汽车站、码头等体温筛检，全力遏制
疫情进一步传播扩散。
“督促湖北省和武汉市依法采取最
严格的防控措施， 加强农贸市场监管和
野生动物管控，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劝
导公众宜散不宜聚， 最大程度减少公众
聚集性活动，避免聚集性疫情发生。 采取
最严格的发热人员排查措施， 对发热人
员实行医学观察， 防止疫情进一步向外
扩散。 ”李斌说。

当前， 公众对于新型病毒的致病性
和人传人风险， 特别是新病毒与非典
（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相比
较的传播模式，高度关注。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日前已确
认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 已出现医务人
员感染。 疾控专家钟南山提醒说，疫情防
控的关键在于防止病毒传播， 防止出现
超级传播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
发布会上说， 病毒在做对宿主的适应突
变， 但还没有证据说已经出现超级传播
者，会密切关注后续发展。 这将是指导防
控的一个重要方向。
高福说，加上这个新病毒，共发 现

超九成确诊病例在武汉
近期防控重点仍是武汉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

今日10时起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关闭
据新华社、
《人民日报》报道 武汉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通告发布 1 号通告，今日 10 时起，全市
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
营； 无特殊原因， 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

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恢复时间
另行通告。
此外， 武汉市政府 22 日晚发布通
告， 决定在公共场所实施佩戴口罩的控
制措施。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在岗期间应当佩戴口罩。
根据这项措施， 武汉市各公共场所
经营者应要求进入其场所的顾客在佩戴
口罩后方可进入， 并在入口处设置醒目
佩戴口罩的提示， 对未佩戴口罩进入场

所者应予以劝阻。对不听劝阻的，将由各
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同时武汉启动进出城道口排查防控
工作， 对过往车辆及人员实施疫情排查
防控，力保排查“不漏一车、不漏一人”。

全省严格疫情报告制度 缓报瞒报漏报将追责
楚天都市报讯（记者徐剑桥）昨晚，
湖北省政府举行首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会上通
报称，截至 22 日 20 时，湖北已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444 例，
17 人死亡。
发布会上，副省长杨云彦介绍，22 日
0 时至 20 时，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病例新增 69 例。 其中武汉市新增 62 例，
死亡 8 例，目前已累计死亡 17 例；荆州
市新增病例 6 例，荆门市新增 1 例。
杨云彦介绍， 目前湖北省已确诊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中， 治愈
出院 28 例， 在院治疗 399 例， 重症 71
例，危重症 24 例，均在各类定点医疗机
构接受治疗。 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 2556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863 人，尚在接受医
学观察 1693 人。
如何确保发热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
治疗，武汉市副市长陈邂馨介绍，目前武

汉市采取了“7+7”的医疗防控救治方法。
即由武汉市内的同济、 协和、 省人民医
院、中南医院等 7 家大型综合性医院，与
7 家市属医院结对子，计划腾出 3400 张
床位，专门对发热患者进行门诊，目前这
些医院正在加班加点进行改造升级。 这
是应对疫情非常重要的举措。 接下来，在
61 家医院的一些医院采取同样措施，以
防止疫情进一步扩大。
会上有记者提问，时值春节，众多在
汉人员返老家过年， 如何防范农村地区
疫情蔓延？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柳东如
称， 目前暂时没有发现农村地区聚集性
疫情，但我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为此
采取了 6 项措施，包括加强源头管理，对
农贸市场加强消毒管理、 严厉打击贩卖
野生动物行为、强化社区防控，继续地毯
式上门排查、加强发热门诊管理，实行首
诊负责制等。
杨云彦副省长表示，湖北省政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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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属地管理制度、 严格实施隔离措
施、加强社会面防控、严格疫情报告制
度、加强医疗机构管理、做好物资保障
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等举措，切实强化
疫情防控。
武汉市 82295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