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时刻打得赢 常态化防控不放松

沙坪坝 织牢织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

一张织得密密实实

的疫情防控网，让沙坪

坝区在关键时刻打赢了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这张网是在中央

和市委、市政府坚强领

导下，在区委、区政府坚

持生命至上、科学组织

指挥下编织起来的。”沙

坪坝区卫生健康委相关

负责人说，依靠这张网，

全区在疫情阻击、复工

复产复学上，都打了一

场大胜仗。

沙坪坝区的疫情防

控，有两大难点：一是高

校人员密集；二是重庆

西站和沙坪坝火车站流

动人口庞大。然而，沙

坪坝区科学筑牢防控网

络，有效地攻克了难点，

阻击住了疫情。

依靠这张防控网，

沙坪坝区在复工复产复

学，全面恢复经济社会

秩序中，也打了一场漂

亮仗。在阻击战最紧张

的今年一季度，全区纳

入监测范围的4899家

企业全部复工，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89.7亿元，

增幅达2.2%。

关键时刻打得赢，

常态化防控没放松。在

转入常态化防控后，沙

坪坝区坚持从增强卫生

健康防控基础、提升全

民卫生健康意识入手，

把疫情防控这张网织得

更密、更牢。

重庆市抗疫先进个人张
鑫，是沙坪坝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理化检验科科长，
在疫情来时，他率先冲
上了最危险的前线。

当时，为新冠肺炎
疑似患者做核酸检测
是最危险的事情，但张
鑫没有退缩。作为科
长，为了第一时间出具
检测结果，同时保证检
验质量和实验室安全，
张鑫吃住在单位，连续工

作30多天，全程参与把控
样品采集、流转、核酸提取、

上机检测、医废处置等每一个
环节。每天，他在密不透风的防护

服包裹之下几近窒息，任凭汗水打湿衣
背，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常常通宵忙碌。

“他身体不好，不能超负荷工作。”一位
科室成员说，为了减轻他的工作量，大家劝
他不要值夜班，想让他干轻点的工作。但张
鑫非常生气地说：“大家都在迎战，我是科
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是一名检验人员、
疾控卫士，大疫当前，我绝不会退缩，要和大
家战斗在一起，共同击退病毒！”

为确保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疑似病
人、密切接触者及发热门诊发热病人四类人
群及时进行PCR核酸检测，张鑫带领他的
团队24小时不间断检测。1月21日就检出
外区来沙坪坝区就诊的第一例新冠肺炎患
者，1月27日检出本区第一例新冠肺炎患
者，张鑫带领他的团队累计组织参与新冠肺
炎核酸检测33000人份。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张鑫继续坚
守在岗位，开展发热病人、复工人员、重点地
区返渝人员、返校学生等核酸检测工作，坚
决不下火线。

疫情发生后，沙坪坝区迅速成立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由区委
书记、区长担任组长和总指挥长，并建立起
相应的专项组。在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的领
导和科学指挥下，织起了4张疫情防控网。

第一张是卫生救治网。1月21日，沙坪
坝区卫生健康委就主动担负起疫情防控牵
头责任，组建起8个专项工作组和2个专家
组，集合了29名救治专家，投入到科学救治
中；区里及时将区中医院确定为区级定点医
院，集中收治全区疑似病例，在区属二级综
合医院设独立的发热门诊，将21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纳入了所在镇街社区排查和居
家隔离健康管理，并严格执行预检分诊制
度，率先在全市开展密切接触者、居家解除
隔离者和发热门诊病人核酸检测，率先实施

“排查、流调、监测”三个不过夜，确保第一时
间发现病例。全区累计接诊发热患者2.8万
人次、隔离留观约1.8万人次，均及时排除了
新冠肺炎可能。

第二张是监测预警网。区卫生健康委

组织卫生机构，对发热患者、新住院患者及
陪护、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等“8类人群”，持续
开展免费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其余
人群实施“愿检尽检”。目前为止，已累计检
测超20万人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同时，
卫生机构坚持实施入境监测，对中欧班列
（渝新欧）跨境人员开展健康管理；实施重点
场所监测，对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养老院等
民政服务机构、公安监管场所、学校和托幼
机构、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实施了重点场所
监测，累计排查超100万人次；所有疑似症
状人员均及时予以了排除新冠肺炎可能；对
医疗机构人员、农贸市场人员、快递员、外卖
送货人员、冷链食品从业人员等重点人员，
开展核酸检测，已累计检测约5000人次，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与此同时，还建立起单位
监测、药品销售监测、社区监测、环境监测
等，及时排除感染风险。

第三张是联防联控网。在区指挥部的
统一指挥下，沙坪坝区组织医疗卫生人员、
党政干部、公安民警、村和社区工作人员、志

愿者等，在全区所有的村和社区居住小区，
进行拉网式的排查，在高风险期进行封闭式
管理。同时，在区内的2个火车站、2个汽车
站，由区卫生健康委负责设置医疗点，开展
发热病人排查，累计排查旅客已超300万人
次。3家基层医疗机构也派出医务人员，在
绕城高速凤凰下道口、319国道山洞村和
G93沙坪坝收费站关口设卡点，对过往车辆
内的人员进行体温筛查，共筛查15万余台
车辆、27万余人次。

第四张是物资保障网。区里及时投入
资金3300万元用于疫情防控，紧急为区疾
控中心及4家二级医院采购了5套PCR检
测设备，并争取市级5套PCR检测设备支
持，使日最大检测量（单人份）从300例提高
到11200例。同时，投入4000余万元，采取
全球采购的方式，采购了大批的防疫物资投
入到防控中。

这4张防控网科学、有效地阻击了新冠
肺炎在沙坪坝区的蔓延，使沙坪坝区打赢了
阻击战。

沙坪坝区是科教文化大区，高校集中，
师生人员密集；还有重庆西站和沙坪坝火车
站，外来人流大。因而，这是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的两大难点。

但沙坪坝区通过严密守住所编织的防
护网，在这两大“难点”前，筑起了一道防控
的铜墙铁壁。

在筑牢学校疫情防控铜墙铁壁中，沙坪
坝区为学校闭环设置起健康异常师生处置
流程。并搭建起“一校一专班”指挥部，制定
起应急预案，建立起以医疗卫生人员为主的
13所驻区高校防控工作组，分别由1名区领
导对口联系1所高校，抽调镇医务人员、街、
社区干部、志愿者等组成13个服务团队，一
对一做好联防联控工作服务工作。

对区域内的中小学和幼儿园、高校建立
“自查、技查、人查、协查、纠查”5大排查机
制，对学生、教职员工、临聘人员、校内租住
人员近期旅行史、接触史、健康史开展地毯
式回溯排查，完善出行轨迹台账和健康档
案，累计摸排建档34.3万人次，做到“不漏一
户、不落一人”。

在具体防控中，沙坪坝区还在医疗卫生
机构的指导下，定时对学校教学楼、食堂、运
动场馆、图书馆等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针对重庆西藏中学有524名留校学生的特
殊情况，区领导多次到校指导做好防护，区
卫生健康委重点关注留校学生的安全。对
排查出的530名高校留校学生，区卫生健康
委也与高校联动，共同保障了留校大学生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重庆西站和沙坪坝火车站，是重庆市的

铁路客运枢纽。沙坪坝区卫生健康委与车
站合作，在这里建立了疾病排查、信息
共享、人员转运和移交、确诊病例
通报、应急处置等合作机制，构
建起多层次、全链条、立体化
的防控体系，筑起了一道疫
情防控铜墙铁壁。

严密守网，使沙坪
坝区这两大“难点”的疫
情防控，没有出现漏
洞，也确保了全区和主
城中心城区的安全。

“转入常态化防控后，区委、区政府并没
有放松疫情防控，而是不断地补网，织密常
态化防控的大网。”沙坪坝区卫生健康委负
责人说。

在常态化防控中，沙坪坝区卫生健康

委先后制定了《疾控大培训实施方案》《秋
冬季疫情防控应对能力准备实施方案》《秋
冬季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秋冬季新冠
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工作方案》《秋冬季新冠
疫情应急预案》《秋冬季新冠疫情防控医疗
救治应急预案》等一系列防控预案，并进行
演练。

在“补网”中，沙坪坝区的区属医疗机
构均已规范设置预检分诊场所，实行预检
分诊和发热门诊工作一体化闭环管理，将
预检分诊与发热门诊工作紧密衔接,确保
所有来院患者经预检分诊后再就诊，发热
患者全部由专人按指定路线引导至发热门
诊就诊。

在“补网”中，沙坪坝区卫生健康委等
10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防疫有我、爱
卫同行”等一系列爱国卫生运动，累计开展
宣传活动217场，累计覆盖全区50余万人，
通过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强化健康教育
工作，广泛宣传科学佩戴口罩、清洁通风和
保持合理社交距离等个人防护要求，倡导

“一米线”、勤洗手、公筷制等卫生习惯和生
活方式，积极引导公众科学防控。

在“补网”中，沙坪坝区还重点夯实医务

人员队伍和医疗卫生设施的基
础。区卫生健康委已组织了2轮

“疾控大培训”，已培训采样人员1035
人、流调人员396人、核酸检测人员82人、
消杀人员10人、心理干预人员1201人、社
区防控人员262人；组织开展医疗救治相关
培训246场次，累计覆盖医护人员3万余人
次；在医疗基础设施上，加强了发热门诊建
设，目前，区域内共有10家医疗机构设置了
发热门诊，并都进行了规范化改造。

在“补网”中，沙坪坝区做好了防控物资
的储备。全区已储备了超千万元的医用口
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实施了院内储备、区
级储备、供应商仓储三级储备模式，并按照
集中救治医院、后备/定点医院、发热门诊、
流调消杀、集中隔离点、核酸检测实验室、救
治药品等7个医疗防护物资储备标准，做到
了30天满负荷运转卫生应急物资储备。

通过持续不断的“补网”，目前，沙坪坝
区常态化防控的这张大网，已越来越密，做
到了打“有准备之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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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织网——
关键时刻全民参战打赢阻击战

严密守网——
在两大“难点”前筑起铜墙铁壁

持续补网——
织密了常态化防控的大网

坚决不下火线的张鑫

冲锋在前的余显军

余显军是沙坪坝区卫生健康委党
员委员、副主任。在抗疫紧张的时刻，
他冲锋在前，带领医务工作者，打下
了一场又一场的硬仗。

作为分管副主任，余显军极
为关注疫情发展态势。在今年
1月13日，他就主动邀请市级
专家为区内相关部门和机构
作疫情的分析研判和防控指
导，并提出了“要充分做好准
备，随时应对可能扩散的疫
情”的建议。

在疫情初期，余显军在全
市率先推进实施发热病人PCR

核酸检测全覆盖，并在该项措施
实施的第二天，就筛查出了1例发

热确诊病例，及时有效地阻断了疫情
的传播蔓延。
在复学复课阶段，他又牵头制定了简洁

有效的学校疫情防控处置流程图，选派107
名兼职卫生副校长和医务人员进驻学校，全
程参与复学复课工作。4月27日晚，接到某
中学晚检时发现多名学生发热的报告后，他
立即带队赶到学校进行现场处置，当机立断
增派医生支援发热门诊，通过临床诊断和流
行病学调查及时排除了新冠肺炎，确保了正
常教学秩序。

1月28日深夜，重庆西站因为载有一名
疑似人员，一车厢刚到达沙坪坝的旅客被留
置在站内。正在办公室加班的余显军得到
消息，立即驾车赶赴现场，戴上口罩，亲自对
4名疑似人员一一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经过
他的详细调查和专业分析，最终逐一排除了
疑似病例。

从1月20日开始，余显军就一直坚守
在抗疫最前沿，仅2月就有10多天通宵达
旦地干，坚守在最前线，并获得了重庆市抗
疫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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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为出西站旅客检测体温

余显军余显军（（左一左一））指导现指导现
场疫情处置场疫情处置

张鑫张鑫（（左一左一））开展核酸检测开展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