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
发布以来，各地采取多种措施落实落细，

集中力量打好重点地区疫情歼灭战。
提高防疫工作的有效性，核酸检测

如何做到“既不层层加码，也不随意减

码”？部分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如何落
实分级分类诊疗？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有何新进展？针对公众关注的热

点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专家
作出权威回应。

问题一：科学精准组织开展核酸检
测，如何做到“既不层层加码，也不随意
减码”？

答：第九版防控方案、二十条优化措
施均对常态化核酸检测和发生本土疫情

后的区域核酸检测作出了明确规定，要

求各地要基于疫情风险，科学精准组织
开展核酸检测。

一是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求。没有发
生疫情的地区主要是严格落实对风险岗

位、重点人员的核酸检测要求，做到应检
尽检，确保高质量、符合频次要求的核酸

检测，不得随意不检、漏检。但也不能擅

自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二是发生本土疫情后的区域核酸检

测要求。发生本土疫情后，要在流行病

学调查基础上，对疫情发生地区人口规
模大小、感染来源是否明确、社区传播风
险是否存在及传播链是否清晰等因素进
行综合研判，确定相应的核酸检测方案。

三是公共场所查验核酸检测证明的

有关要求。为有效防范疫情扩散蔓延，
跨区域流动人员凭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乘坐飞机、高铁、列车、跨省长途
客运汽车、跨省客运船舶等交通工具，抵
达目的地后要按照属地要求进行“落地

检”，入住宾馆酒店和进入旅游景区人员

需要查验健康码和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3岁以下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可
免予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面向跨省流动人员开展的“落地检”是指在机场、火车站、长

途客运站、高速公路省界服务区、港口等地设置核酸采样点，按
照“自愿、免费、即采即走、不限制流动”的原则，开展的核酸检测
服务。“落地检”与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认的要求并不相悖。

问题二：二十条优化措施中提出要制定新冠肺炎分级分类
诊疗方案。如何理解“分级分类”？这是否意味着以后对新冠肺
炎患者的诊治要分级分类进行？

答：二十条优化措施中，加强医疗资源建设十分重要，包括制

定分级分类诊疗方案、增加救治资源等。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从加
强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发热门诊三方面的能力建设对患者进行分
级分类救治：

加强定点医院的建设是为了主要收治重症、危重症以及有重

症倾向的患者。这要求各地指定综合能力强、救治水平高的医院
作为定点医院，定点医院根据当地的人口规模配足配齐救治床
位，同时加强建设重症监护单元（ICU），并要求 ICU床位达到床位
总数的10%。

加强方舱医院的建设是为了主要收治无症状感染者及轻症
感染者。这要求各地按照平急结合的原则，依托一些现有大型
场馆，提前做好方舱医院和医疗医护力量的准备。一旦发生聚
集性疫情，能使方舱医院在最短时间内启动，尽快收治患者。

加强发热门诊的建设是为了尽快甄别可疑患者。这要求二

级以上医院设置发热门诊，做到应设尽设、应开尽开，严格执行
首诊负责制。若甄别出阳性感染者，要迅速转到定点医院或方
舱医院进行救治，真正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治疗。

问题三：网友关心，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有何新进展？
答：根据二十条优化措施，要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制定加快推进疫苗接种的方案，加快提高疫苗加强免疫接种覆
盖率，特别是老年人群加强免疫接种覆盖率。加快开展具有广
谱保护作用的单价或多价疫苗研发，依法依规推进审批。

面对复杂的疫情形势，接种疫苗仍是主动免疫的有效措
施。疫苗接种需要综合考虑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以及可负担
性等因素，要坚持依法依规、尊重科学的原则。目前，相关部门
正在制定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方案。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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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莹）为
进一步充实我区核酸采集力
量，增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

力，我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了
一批核酸采样志愿者。11月
22日，我区对这批志愿者开
展了岗前技能培训。

培训现场，宏仁一医院

医生为志愿者讲解了防护服

穿脱注意事项、核酸采样时
如何正确录入信息、需要补

充哪些内容，采集咽拭子时
如何规范有效采集等。讲解

结束后，志愿者开始实操接

受考核。

区宏仁一医院院感科科

长夏美蓉介绍：“每项操作都
有考核标准和打分表，操作合

格即可实现自我防护和保护
别人的双向防护目的。”

据了解，我区首批招募的
核酸采样志愿者共有 380多
人，目前有200多人已经接受

了岗前技能培训。培训合格

后，将按照全区统一安排参与
到核酸采样工作中。

目前，我区还在招募核酸
采样储备志愿者，有意愿的市

民可以关注“南川发布”微信

公众号上的招募令参与其中。

我区首批核酸采样志愿者接受岗前培训

疫情期间，我区启动《全区中小学线上教
学工作预案》，稳定有序推进教师和学生开展
线上教学工作，实现“停课不停学”，促进学生
身心和谐发展。 特约通讯员 罗川 摄

图①：11月18日，北师大南川附校英语

教师杨洁在给学生上网课。
图②：11月18日，南川中学历史教师杨

华在家中给学生上网课。
图③：11月18日，隆化六小数学教师李

燕正在给学生上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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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课堂 停课不停学

“病毒的传播快，我们必须要以快制快，跑在病毒前，切断传播链”

11月 3日凌晨 5点半，还在
睡梦中的杨纶砥被一通来自医

院的电话惊醒：“发现一管 20：1
混管阳性。”作为区疾控中心副
主任，杨纶砥负责统筹流调溯源
工作，得知消息后，他立即通知
流调溯源小组全体成员迅速集

结到位，在人人对“病毒”避之不
及时，流调溯源小组开始了争分

夺秒地“追”病毒。

病例轨迹路线和涉及范围
有哪些？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有
多少？哪些属于风险区域需要

封控？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
根据流调溯源的结果进行统筹

判定，每一个区域的划分不仅影
响着区域内市民的正常生活，也
决定着涉疫人员是否被彻底管
控住。

调查流调对象的活动轨迹

是流调溯源工作的重中之重，
特别是前 4 天的所有活动轨

迹、所涉及的风险点位和风险

人群必须进行详细调查。这项
工作能做到多细致？“4天时间，
96个小时，活动轨迹甚至能精

确到分钟，中间的衔接不留一
丝缝隙。”杨纶砥说，有一次，他

们“追踪”一例病例的密接者，
因为病例本人与密接者并不认
识，只能通过调取监控视频来
找人，可不巧的是，密接者刚好
背对着摄像头，为了确定身份，

他们一直沿着对方行进的路线
调取了四五个摄像头才看清了

密接者的样子。

“病毒的传播快，我们必须
要以快制快，跑在病毒前，切断
传播链。”出行方式、活动轨迹、

视频监控……杨纶砥和同事们
正是通过如此精细的流调溯源

工作，从涉疫数据中抽丝剥茧，
在点滴细节中寻踪觅源，一份详
尽的流调报告背后是流调溯源
人员对成千上万条信息进行汇
总分析得出的结果。

为了疫情防控的需要，杨纶
砥和所有流调小组成员都进入

了闭环管理，昼夜不分地与病毒

“赛跑”，以早、快、准、细的要求
理清传播链，追踪重点人群，阻
断疫情蔓延。

“我只是在做我的本职工作，还有许多同志都非常辛苦，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疫情防控
努力。”11月17日，当记者联系杨纶砥时，杨纶砥才刚出院一天的时间。9天前，连续在高强
度工作中坚守多天的他，累倒在了疫情防控一线。

11月8日上午11点左右，连
轴“转”了5天的杨纶砥突然一阵
心悸，心脏急速地跳动，脸色瞬

间变得煞白，正在听他布置工作
的同事被吓了一跳，赶紧扶他坐
下，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在身边同事的眼中，51岁的
杨纶砥一直有运动的习惯，能跑

完全程马拉松，能参加铁人三项，

身体素质比许多年轻人还强，可
是几天以来，几乎就没怎么休息
过，就是铁打的身板也扛不住了。

“同事将速效救心丸递给我

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仅仅

只是将手里的药喂进嘴里，这个
简单的动作我就花了五分钟。”当
时，杨纶砥的意识已经有些模糊，

听不清身边人在说些什么，看不
清是谁将他扶着坐了下来，更不
知道手中的药是怎么来的，整个

人仿佛从身体里抽离出来了。直
到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后，他的情况才稍微好转，可脑子

里还是浑浑噩噩，连一些基本的
身体检查都只能在第二天状态更
稳定后才能做。

到医院时，杨纶砥迷迷糊糊

地还在和医生交代，给他开点药

吃着稳定病情就行，他手上的工
作不能停。被医生拦在了病床
上后，他又给单位领导打电话申

请出院，被领导一口驳回：“你现
在的工作就是好好治疗。”

接到丈夫杨纶砥的电话时，

妻子李平完全忘记了平时对丈
夫工作起来就顾不上家里的埋

怨，急匆匆赶到医院。表情严肃

的医务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才
几天不见的丈夫看起来又瘦又
黑，像是脱了形一般躺在病床
上，李平潸然泪下。

直到病情稳定后，杨纶砥才

知道自己当时有多凶险。送进医
院时，他的血糖值达到了23，几乎
是正常数值的4倍，心率达到了

每分钟120多次，而他平时的心
率只有60左右。就连医生都心
有余悸：“好险，幸好来得及时，要

是再耽误一两天，可能会进入昏
迷状态，甚至引发并发症。”

出院的前一天，杨纶砥再次

给单位领导打去电话，希望出院
后立刻回到他一直牵挂的工作
岗位上，而领导再一次驳回了他
的要求：“好好休养，等你的身体

彻底康复，我们等着你归队。”

连轴“转”了5天的杨纶砥累倒了，醒来后又一再申请出院继续工作

“流调溯源就是抢时间，一投入工作，吃饭、睡觉这些事都想不起来了”

区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科
科长郑伟是流调溯源小组的一
名队长，也是杨纶砥在流调溯

源工作中一手带出来的“徒
弟”。“他所在的岗位不仅有巨
大的工作量，还要承受极大的
心理压力。”郑伟说，每发现一
例病例，他们会将该病例的活

动轨迹进行制图，在图上进行
详尽标注，而杨纶砥需要从海

量的流调溯源信息中进行分析
研判，为科学决策与精准防控
提供专业意见。

特别是在涉及学校、医院、
大型商超等人流量多的场所时，
在图纸上可能只是偏移一点点，
在报告中也许只是几句话，划定
多了，会对其他居民的正常生活

造成影响，划定少了，又没能将
涉疫场所和风险人群管住。“精

准二字尤其重要，他的压力可想
而知。”郑伟说。

在累倒前，杨纶砥只休息了

两次。第一次是在工作了40个
小时后，流调溯源环节的工作理
清了基本头绪，他在工作间隙眯
了一个小时；第二次是在三天
后，感到体力不支的杨纶砥和同
事交代了工作，准备睡一会儿，

睡前还设置了一个小时的闹

钟。“不知道怎么的，闹钟没叫醒
我，同事打电话才把我叫醒的，
就多睡了一个小时，醒来一看就

有 23个未接电话，真是‘腾’的
一下就起来了。”杨纶砥说，领导
和同事好几次都劝他休息，可是
流调溯源本就是在抢时间，能早
一时就早一时，能快一分就快一

分，只要一投入工作，吃饭、睡觉
这些事都想不起来了。

杨纶砥：向“阳”而行的逆行者
记者 陈蕗颖

医生为志愿者进行防护服穿脱演示。 记者 王莹 摄

本报讯（记者 邓的）11月
22日，区委副书记余立祥深入

南城街道半溪河村督导检查疫
情防控工作。

在半溪河村，余立祥实地

查看了重点人员管控、交通管

理、核酸采样点秩序、物资保

供、环境消杀等情况，并与工
作人员亲切交谈，代表区委、

区政府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
示诚挚感谢，叮嘱他们做好个

人防护，勉励大家发扬连续作

战精神，坚守岗位、共克时艰，

为疫情防控贡献更大力量。

他要求，要动态调整重点人员

范围，加强现场组织和规范管
理，切实提高核酸检测质效，

引导居民规范采样，避免交叉

感染，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做

好服务保障，赢得广大群众的

理解和支持。
余立祥强调，要清醒认识

当前疫情形势的严峻性复杂
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持第九版、落实二十条，

保持定力、坚定信心，科学精
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全

力打好打赢疫情歼灭战。要

坚持以快制快，进一步优化

采、送、检、报、转、收各环节衔

接，持续提高各项工作处置速
度，规范管理高风险区、集中

隔离点等重点涉疫场所，严控
聚集性活动，减少人员流动，

依法依规维护防疫秩序，尽快

实现社会面清零。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全力保障物资供

应，做好隔离人员心理疏导，

加大对特殊群体的关心帮助
力度，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

和急危重症抢救制度，让疫

情防控有力度更有温度。要

持续强化党建引领，积极发

动各方力量，充分调动下沉
干部、党员志愿者等资源，发

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不
断充实一线防控力量，共同构

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坚固

防线。

余立祥督查疫情防控工作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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