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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26日，市卫生健
康委党委副书记夏沛通报全市疫情
防控和救治有关情况。按照“集中
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
治”的原则，我市在全市医疗机构规
范设置发热门诊174个，设立定点医
院48家，落实隔离病房300间、病床
2000张，满足救治需要。

夏沛介绍，自我市启动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以来，在防
控和救治工作方面不断出台举措，
确保疫情得到控制。

在防控方面，市卫生健康委制
定了防控应急预案，实行“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规范设置发热门诊
174个；在交通站点、边界点设置临
时交通卫生检疫站，落实重点场所
的体温检测；利用“大数据+网格

化”，拉网式排查近期重点地区来渝
人员和返渝人员。

同时，我市对确诊病例，采取定
点医院集中隔离救治；对疑似病例，
采取定点医疗机构隔离观察；对密切
接触者、可疑暴露者，采取居家隔离、
集中隔离，实施医学观察，限制外出。

在阻断传播途径方面，减少公众
聚集活动，关停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娱乐场所、A级景区等设施；禁止各
类学校、教育培训机构集中上课；暂

停农贸市场、超市、餐饮店活禽交易
和宰杀；对重点场所、公共交通工具
开展通风消毒，防止病源传播。

在救治工作方面，按照“集中患
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
原则，在全市设置定点医院，并实行
专家组分片包干，做到每个片区至
少有4-5名市级专家。同时强化医
务人员防护，抓好分层培训，紧急调
拨药品、医用防护用品，确保医务人
员和患者安全。

夏沛介绍，针对确诊病例、疑似
病例、医学观察人员、一般感冒人
员，重庆市卫生健康委也采取了系
列措施。

对确诊病例，在具备有效隔离
条件和防护条件的定点医院进行隔
离治疗，并对其密切接触者实行居
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对疑似病例，由医疗机构在2小
时内组织专家会诊，及时进行病原
检测，同时开展治疗，并报告医疗机

构相关部门和辖区疾控中心。
对医学观察人员，每日至少进

行两次体温测定，并询问是否出现
急性呼吸道症状或其他相关症状及
病情进展。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
为与病例末次接触后14天。

对一般感冒人员，门诊、急诊及
挂号窗口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患者存
在发热、咳嗽、两周内有相关流行病
学史等情况，立即指导和帮助其前
往发热门诊就诊。

夏沛说，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城
市农村诊疗工作做到同部署、同落
实，特别是派出市级专家组深入区
县、深入农村，开展防控和诊疗指
导。下一步，将根据疫情发展情况，
实行集中救治。目前，开展集中救
治的相关准备工作已就绪。

市卫生健康委按照“四集中”原则

设立48家定点医院满足救治需要

本报讯 1月 26日，市委国安
办副主任张强通报排查防控有关情
况。目前我市及时启动排查防控工
作，截至25日18时，共入户走访排
查246万户、605万人，排查出有可
疑症状人员172人。

张强介绍，按照市委、市政府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统一安排部署，我
市成立了由市委政法委牵头，市公
安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
农业农村委等部门密切配合的社区

排查防控工作小组，制定下发具体
工作方案，及时启动了社区排查防
控工作。

各区县按照“基础数据全摸清、
动态情况全掌握”和“不漏一户、不

漏一人”的要求，以城乡社区、村社
为单位，以网格为基础，特别是针对
我市广大农村务工人员较多、分散
居住、排查较难的状况，进一步加强
力量，充分发动民警、医务人员及村

社区和网格力量，通过走访调查、进
家入户询问等形式，开展全面、深
入、彻底的拉网式排查。每天组织
基层力量，村镇开展排查，对与疫情
重点地区关联的点至少两天轮查一

次。同时，鼓励发动村民共同参与
到排查防控工作中。对今年1月1
日以来特别是1月10日以来，从疫
情重点地区返渝及来渝走亲访友、
旅游等人员进行逐一排查。

截至25日18时，全市共入户走
访排查246万户、605万人，共排查出
有可疑症状人员172人。对排查出
的有可疑症状人员，已及时通报当地
卫生健康部门筛查甄别，力争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市委国安办按照“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求

已入户走访排查246万户605万人

本报讯 1月26日，市市
场监管局副局长杨光表示，我
市正着力规范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水产市场、超市和餐饮服
务场所等重点公共场所秩序。

杨光表示，根据市委、市政
府统一部署，市市场监管局、市
城管局、市文化旅游委紧盯重
点环节、重点目标、重点对象，
聚焦重点场所、公共场所，迅速
排查隐患，强化联合检查，严厉
打击违法行为，有力有序推进
防控工作。

市场监管部门着力规范批
发市场、农贸市场、水产市场、
超市和餐饮服务场所秩序。严
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销售，严
禁活禽交易和宰杀，引导消费
者和餐饮企业不举办、不承接
大型宴席和集体聚餐。全市累
计出动市场监管执法人员
18822 人次，检查市场主体
42268个次，依法查处非法销
售野生动物案件3件，关停农
贸市场活禽摊位等4541个、现
场宰杀活禽的餐饮店1975个，
引导餐饮企业不承接宴席（含
农村家宴）共计56720桌。同
时，从严查处不按规定明码标
价、价格欺诈、哄抬涨价、强行
搭售、假冒伪劣、虚假广告等扰
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

城市管理部门着力管控公
园游园，加强生活垃圾清运处
置和环卫设施消杀。重庆动物
园、南山植物园和重庆园博园
暂停向市民和游客开放，全市
城市公园取消举办文化展览、
科普教育、集会展会等活动，关闭公园内展馆等封闭
式场所等。对生活垃圾做到日产日清，规范化无害
化处置，重点对居民小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机场、车
站、码头、广场等公共场所和商圈等人口集中区设置
专门容器收运处置废弃口罩。

文化旅游部门着力加强文化旅游场所和活动管
控。全市104家博物馆、43个公共图书馆、41个文
化馆、1023 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11053个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已全部关闭，
暂停举办群众性文化活动；已经审批的2264场营业
性演出活动全部取消，退票15438张，不再新审批营
业性演出活动；5824家互联网上网服务、4180家歌
舞娱乐和游戏游艺场所已暂停经营；245家A级景
区和11艘游轮已暂停经营；676家旅行社及在线旅
游企业已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出境游及“机票+酒
店”旅游产品。

针对近期部分市民出现的不安情绪，市政府副
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罗蔺表示，市委、市政府正采取有
力有效的疫情防控和救治工作，目前疫情可防可控，
请广大市民科学地认识和对待此次疫情，避免紧张情
绪，倡议市民尽可能减少外出，不参加宴请，不参加多
人参与的娱乐活动，防止产生交叉感染病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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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26日，市商务委副
主任彭和良表示，重庆市内企业正全
力生产口罩等医疗物资，全力保障
防控物资需求，同时我市也组织重
百、永辉、双福国际农贸城、德佳肉
食品公司等大型市级保供企业强化
产销对接，肉类、蔬菜、水果等大量投
放市场，保障居民生活物资需求。

彭和良介绍，目前我市正多方
协调浙江、山东、河南等省市原材料
供应商，加强本地生产商与供货方
和物流方衔接，帮助口罩等医疗物
资生产企业复产。目前，上坤医疗、
百纳医疗等市内企业正开足马力生
产口罩等医疗物资，计划分期分批

供应重庆市场。
此外，我市还积极对接江苏、广

东、江西等省及部分海外防疫应急
物资生产企业，全方位、多角度开展
医疗物资收储工作；同时积极向国
家有关部委对接争取，全力保障疫
情防控物资需求。下一步，我市将
进一步加大生产保障力度，确保在
产企业满负荷生产、停产企业尽快

复产上量，加大物资收储力度，全力
保障防控物资需求。

在生活物资保障方面，我市及
时加强了供需调度，召开全市保障
市场供应专题协调会，建立完善了
市级相关部门负责、大型商贸流通
企业等市场主体全面参与保障市场
供应的工作机制，对生活必需品供
需情况进行调度安排。

此外，我市还组织重百、永辉、
双福国际农贸城、德佳肉食品公司
等大型市级保供企业强化产销对
接，加大调运力度，备足货源，增加
储备，全力保障市场消费需要。目
前，双福国际农贸城日均供应蔬菜
8000余吨，双福、菜园坝水果批发市
场日均供应水果近4000余吨。

同时，大量的本地柑橘、脐橙等地

产水果正在上市，品质良好、供应充
足，重百、新世纪、永辉等大型超市具
有完备的全国供应链体系，沃尔玛、家
乐福、麦德龙等跨国连锁企业具有完
善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储备了大量库
存商品，德佳肉食品公司等8家企业
储备了大量政府储备冻猪肉，目前正
在全市投放，保障全市市场供应需求。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加强部
门联动，完善高效协作的工作机制，
统筹协调好市场保供工作，重点依
托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和批发市场，
进一步拓宽货源组织渠道，增加商
业储备，及时补充市场货源，保障生
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市商务委组织协调企业全力生产保障供给

医疗和生活物资大量投放市场

本报讯 1月 26日，市交通局
副局长陈永忠通报了我市抓好交通
行业防疫工作的相关情况。我市正
开展全方位交通运输管控，并实施
入渝人员防疫全面筛查。

陈永忠介绍，疫情发生后，市
交通局启动了交通应急响应，制
定并下发紧急通知、提出管控要
求、编制交通防控流程，指导督促
各区县抓好交通行业防疫工作。
同时，编制完成了疫情防控交通
应急方案。

道路方面，于1月22日暂停与
武汉的包车往来，1月23日暂停与
武汉的班线客车往来。水运方面，
于1月24日暂停“两江游”和重庆旅
游船舶“三峡游”，1月25日暂停朝
天门至大竹林航线，并且对相关船

舶进行通风、消毒处理。11艘游轮
暂停经营。铁路和民航方面，根据
国家层面防控疫情的总体要求，1月
23日起，由武汉载客到重庆的旅客
列车全部暂停，往返重庆和武汉的
民航航班全部暂停。后续还将根据

疫情控制情况，在班线客运、城市公
交等方面适时采取相应措施。

同时，对机场、火车站、港口码
头、长途汽车站等站场，以及公交
车、轨道交通、出租汽车等交通工
具，在通风、消毒等方面提出明确要

求，要求相关站场和运输企业抓好
落实。

此外，我市正实施入渝防疫全
面筛查。市交通局全力配合卫生健
康部门，在车站、机场、码头实施入
渝旅客的体温筛检。

陈永忠说，驾驶员、安检员、售
票员、乘务员等交通行业从业人员，
每天直接面对大量旅客，处于抗击
疫情的第一线，为了保证交通运输
正常秩序，市交通局已布置运输企
业配发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

市交通局加强全方位交通运输管控

实施入渝人员防疫全面筛查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陆军军医大学获
悉，该校抽组的医疗队于当天下午在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收治首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诊疗护理工
作全面展开。

25日上午，在接受上级具体任
务后，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第一时间
赶赴金银潭医院，在24小时内完成
实地了解诊疗环境、制定工作规范流
程、明确医务人员分组、组织感染防

护岗前培训等前期工作。
下午1点，医疗队整体接管金银

潭医院综合病房楼4层、5层，全体医
疗队员就位，做好物资装备、卫生清
扫、熟悉信息化设备等收治患者前的
最后准备工作。

金银潭医院是湖北省武汉市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
院，是本次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的主体骨干医院，收治的全
部为确诊患者，医疗救护压力大，是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的最前线。

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由重症组
和轻症组两支分队组成，专家高职人
员达50%以上，是一支有着参加“抗
非”、抗震救灾、抗击埃博拉等重大非
战争军事行动经验的队伍。

据了解，截至目前，已经有32名
患者陆续入院接受治疗。医疗队现
设100余个床位100，后面将根据实
际情况增加床位。

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在武汉收治首批患者

（上接1版）
会议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对防控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1
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对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决定
成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领导下开展工作，加强对全国疫情防控
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会议指出，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关
键期。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精神上来，深刻认识疫情
防控的严峻形势，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
康放在第一位，主动作为、特事特办，把
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采取更果断、更有力有序、更科学周密举
措，有效遏制疫情蔓延。

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进一步加强

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中央向湖北
派出指导组，推动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统筹调配全国资源，优先保障湖北省和
武汉市防控急需的医护力量和防护服、
口罩等物资，确保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
物资调运实行绿色通道。湖北省和武汉
市要层层落实责任，加快建设集中收治
医院、改造酒店作为隔离区，做好发热病
人及时诊治，防范发生次生问题。加强
医护人员轮换和防护，缓解他们的身体
和心理压力。严格做好城乡结合部、省
市边界人流进出管理，做到外防输出、内
防扩散。

会议要求，要加强分类指导，压实
属地责任，精准有效科学防控。各地要
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党政主要
负责人要亲自挂帅，防控工作不得有
误。加强疫情监测，严格隔离确诊患
者，对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要按医学
要求进行隔离和检查。发病人数较多
城市要抓紧增加定点医院、治疗床位和

隔离点。推迟、减少会议和大型活动。
落实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检控措施。
农村医疗卫生条件薄弱，农民工大批返
乡，要高度重视农村疫情防控，充分发
挥基层组织和村医作用，强化群防群
控。及早做好春节假期后疫情防控安
排，采取适当延长春节假期、调整学校
开学时间、支持网上办公等措施，减少
人员流动。严厉打击防控物资囤积居
奇等行为。各级财政要充分保障疫情
防控、患者救治等经费。

会议指出，要强化患者救治，最大限
度降低死亡率。抓紧研究已治愈病例，
完善诊疗措施，加强医护人员培训。集
中专家和科研人员，吸引社会力量参与，
开展联合攻关，力争疫苗研发尽快取得
突破。

会议强调，要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
情防控信息，对缓报、瞒报、漏报的要严
肃追责。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做好疫情
防护知识宣传。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及
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沟通合作。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孙春兰、
黄坤明、蔡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
会议。

加强分类指导 压实属地责任
精准有效科学防控

（上接1版）
报名时，市肿瘤医院重症医学科医

生隆毅正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进
修。“你问我为什么报名？可能是这个职
业必须的选择吧。”隆毅说，他进修班的
老师也报名去了武汉，作为医生，当发生
疫情时冲锋在前，责无旁贷。

事实上，队员们最难舍的是家人。
离别时，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妈妈，你
快去，把他们治好了，我就可以出去耍
了。”5岁儿子对重医附三院 ICU副护
士长陈雨说，他以为妈妈只是去出差。
看着儿子天真的表情，陈雨强忍着泪
水。出发前，市第六人民医院护士长刘

洁的两个孩子抱着她不放手，女儿眼眶
红红的，儿子一直在哭。“我在跟孩子视
频时安慰说，妈妈去外面给你打怪兽，我
们回来之后，你们就可以出去玩了。”刘
洁说完掏出手机，又看了看孩子的照片。

据悉，医疗队将前往发热病人接诊
量较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
病例较多的湖北省孝感市各重点医院，
承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
救治工作。

“妈妈去外面给你打怪兽”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1月25日0—24时，重庆市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
病例18例，新增重症病例1例，危重
病例1例。江北区、大足区、铜梁区
为报告首例确诊病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万州区3例、
大渡口区2例、江北区2例、渝北区2
例、大足区1例、铜梁区1例、忠县2
例、云阳县2例、奉节县2例、巫溪县
1例；新增重症病例为长寿区1例，新
增危重病例为万州区1例。

截至1月25日24时，重庆市累
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
诊病例75例，其中重症病例9例，危

重病例2例。新增2起无湖北居住史
或旅行史，但均为湖北输入病例家
庭，累计5起。

确诊病例中，万州区13例，涪陵
区1例，大渡口区4例，江北区2例，
九龙坡区3例，渝北区4例，长寿区5
例，合川区2例，永川区3例，大足区
1例，璧山区2例，铜梁区1例，开州
区4例，梁平区1例，城口县1例，丰
都县1例，垫江县2例，忠县5例，云
阳县4例，奉节县3例，巫山县3例，
巫溪县3例，石柱县3例，秀山县1
例，两江新区3例；重症病例中，万州
区1例、九龙坡区1例、长寿区2例、
永川区1例、璧山区1例、垫江县1
例、云阳县1例、巫山县1例；危重病

例为万州区2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813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20人，尚有793人
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重庆市已启动网格化筛查工作，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开展社区排查，切
断病毒传播途径。市级疾控专家组加
强对区县监测与检测、疫情报告管理、
密切接触者排查和隔离、院感控制及
生物安全等工作指导力度。各医疗机
构严格落实防止院内感染的各项措
施，强化对医护人员的个人防护。定
点医疗机构集中专家、药品器械，全力
以赴救治患者。加强对武汉的支援，
从市级医院抽调医务人员随时待命支
援武汉。

重庆新增18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本组稿件均由记者周松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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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我市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重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市
委国安办、市市场监管局、市交
通局、市商务委、市卫生健康委
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有关情况。

采取精准防控措施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