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永航调研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

竭尽全力救治患者 科学有序做好防控

截至2月13日

我市累计治愈出院2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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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联报道：2月13日上午，记者从珠
海市卫生健康局获悉，2月13日9时52分，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公布，珠海市新增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
例。截至2月12日24时，我市累计确诊病例89例，累
计出院24例，现有在院病例68例。12日全天新增疑
似病人6例，现有疑似病人16例。另悉，截至目前，珠
海累计治愈出院27例。新增确诊病例情况如下：

病例88：冯某，女，50岁，常住湖北省武汉市，为
我市2月7日确诊病例熊某的密切接触者。冯某于
1月20日乘高铁从武汉到广州南站，再乘坐私家车
到横琴，经横琴口岸到澳门与熊某会合，20日-26
日在澳门游玩，27日经拱北口岸进入珠海后，即到
香洲区湖北来珠人员集中隔离点接受隔离。2月7
日作为熊某的密切接触者被送到望海楼酒店隔离医
学观察，8日核酸检测阳性，被送到中大五院隔离治
疗。其密切接触者已及时追踪到并实行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

病例89：余某，女，59岁，常住湖北省武汉市。1
月19日一家5人自驾到珠海，在金湾区红旗镇入住酒
店，27日曾出现身体不适，自行服药后缓解。入住酒
店期间无外出，日常饮食由其儿子点外卖解决。2月5
日搬到红旗镇朋友家（中珠山海间小区）居住，朋友未
一起住。5日-10日期间外出一次到格林豪泰酒店对
面大新市场买菜，其它时间无外出，日常饮食由其儿子
点外卖或外出购买。患者及其儿子外出期间均戴口
罩。11日自觉呼吸不畅，由其儿子开车送到金湾中心
医院就诊，即被转入中大五院隔离治疗。其4名家人
已送往集中隔离点接受医学观察。

以上确诊病例在发病期间主要活动的区、镇（街
道）和小区如下：香洲区（1例）：狮山街道望海楼酒店；
金湾区（1例）：红旗镇中珠山海间小区。

2月12日0-24时

国内新增确诊病例15152例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2月12日0-24时，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
例15152例（含湖北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重症病
例减少174例，新增死亡病例254例（湖北242 例，河
南2 例，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安徽、山东、广东、
广西、海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 1 例），新增疑似病
例2807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171例，解除医学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29429人。

截至2月12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52526例（其
中重症病例803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5911例，累
计死亡病例1367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9804例，现
有疑似病例 13435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471531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81386人。

国家卫健委介绍，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
案（试行第五版 修正版）》，对湖北省以及湖北省以外
其他省份的病例诊断标准进行了区分，湖北省增加了

“临床诊断病例”分类，对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
征者，确定为临床诊断病例，以便患者能及早按照确诊
病例相关要求接受规范治疗，进一步提高救治成功
率。目前，湖北省报告的13332例临床诊断病例纳入
确诊病例统计,正加强病例救治，全力减少重症，降低
病死率。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78例：香港特
别行政区50例（死亡1例，出院1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10例（出院2例），台湾地区18例（出院1例）。

本报讯 记者张伟宁报道：2月 13
日下午，珠海市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63次党组、主任会议联席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疫情防控法治保
障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市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时间和建议议程。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陈英主
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把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
击战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抓紧抓好。
要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着眼长远
加强疫情防控立法。要认真督导检查基

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推动筑牢疫情
防控社区防线。

会议决定，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于2月14日上午召开，会期半
天。建议议程为：审议《珠海市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全力做好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草
案）》；审议《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列席和邀请列席珠海市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人员的决定
（草案）》；听取和审议珠海市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关于部分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
审议《珠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
次会议主席团、秘书长名单（草案）》；书
面审议《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稿）》；审议决定人事任免
事项。

市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3次党组、主任会议联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李栋 通讯员朱宗报
道：2月13日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总指挥郭永航到市人民医院、中山大学
附属第五医院调研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
工作，向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广大医
务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每天到医院看病的发热病人有多
少？”“检测试剂、防护服、护目镜等物
资储备够不够？”“医疗救治力量和隔
离措施是否保障到位？”在市人民医
院，郭永航与医务人员深入交流，现场
了解急诊接诊、筛查流程、安全防护及
新冠肺炎诊疗专区建设情况。市人民
医院自1月 18日开设发热门诊以来，

累计接诊筛查2503人次。郭永航要求
全面做好医院防控和医务人员防护，加
强医疗防护物资配备，全力做好对口支
援湖北荆州工作。

“祝贺你们康复！回家以后好好休
息，严格遵从医生的指导和建议。”郭永
航专程来到我市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
定点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看望
刚刚治愈出院的6位患者。昨天出院
患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0个月，为全省
年龄最小的治愈出院患者。截至目前，
珠海累计出院人数达27人。郭永航实
地查看了正在建设的凤凰山病区，看望
慰问一线医务人员，仔细询问病患救治
工作进展，听取医院关于患者收治、院

感防控、物资储备等情况介绍。郭永航充
分肯定并感谢广大医务人员在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刻、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舍小家、
顾大家，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用实际
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他叮嘱医务人员要继续发扬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竭尽全力救治
患者，同时要做好自我保护。

郭永航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面落实好
各项防控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要加强医疗救治，坚持中西医并重，
组织优势医疗力量，在降低感染率和病

亡率上拿出更多有效治疗方案，让越来
越多的患者治愈出院。要加强分级分
类诊断救治，实现确诊者应收尽收，对
重症、危重症病例要集中救治、全力救
治，特别是要密切关注孕产妇、婴幼儿
等病例。要严格落实防止医院感染的
各项措施，切实保护医务人员及其家人
健康安全。要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挺身而
出、英勇战斗、扎实工作。各级党委政
府要不惜一切代价保障防控一线需求，
用心用情为医务人员排忧解难，当好坚
强后盾。

市领导吴轼参加调研。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祝贺你们
康复出院！”13日下午，中山大学附属第
五医院又传来好消息，6名新冠肺炎患
者成功治愈出院，其中包括一名仅10个
月大的确诊患儿。

患儿钟某是目前全省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中年龄最小的治愈出院者，此次一
同出院的还有她的爸爸、舅姥以及另外
三名新冠肺炎“病友”。

“太感谢珠海医护人员了，现在心中
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下午4时，当10
个月大的钟某被抱出中大五院时，她的
家人激动地说。

今年1月21日，患儿钟某随爸爸、妈
妈等一家人从武汉出发，22日到达珠海
后，她的舅姥、爸爸、外公、外婆先后发病并

被收治入院，均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因“咳
嗽、流涕两天”，该患儿也于1月30日被收治
入中大五院，次日即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为给儿童新冠肺炎患者提供最有效的
专业救治，中大五院将14岁以下患儿集中
收治在感染楼隔离病区三楼，集中调派5
名儿科骨干医生支援，由中大五院儿科副
主任医师郭毅担任负责人。

“相对于成年人来说，婴幼儿的病情变
化可能特别快，在用药上也要更加精确、谨

慎，以提高其自身免疫力为主。”诊疗期
间，郭毅每日对患儿悉心治疗，严密观察
其病情，并及时与家长沟通，共同配合做
好治疗。

郭毅介绍，孩子入院时症状不是很
重，主要表现为流鼻涕和轻微发烧，经过
治疗后，恢复得很快。“在生活上，医院也
高度重视，护士们协助爸爸共同照料，比
如帮孩子换纸尿裤、洗澡等，每天都会和
小宝宝互动，逗她开心。”郭毅说。

经过5天治疗，2月6日，该患儿的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转阴，2月 10
日，血氧饱和度监测正常，两次（间隔24
小时）咽拭子核酸检测阴性，复查胸部
CT无异常。

“但是当时患儿的新型冠状病毒肛
周拭子核酸检测仍为阳性，经过医院专
家组讨论，决定将她转至过渡病房进行
过渡隔离观察。”据郭毅介绍，2月 11
日，患儿的肛周拭子核酸检测呈阴性，达
到出院标准，并于昨天正式出院。目前，
该患儿的外公、外婆病情稳定，但尚需进
一步在院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该患儿被确诊入院
后，因其父母及家人同样处于隔离状态，
无法外出购买奶粉供其食用。1月30
日，小宝宝常吃的“口粮”奶粉快没有了，
一家人焦急万分。正在此时，横琴新区
工商局党员钟瑞山了解情况后，主动联
系其父母，详细了解小宝宝平常食用的
奶粉信息，与同事王援专程驱车购买奶
粉，并在横琴新区社会事务局的帮助下
将奶粉转交到了医院。

“万分感谢你们，让异乡的我们倍感
温暖。”事后，钟瑞山收到来自宝宝父母
的感谢信息。“听到宝宝康复的消息我非
常高兴，希望这家人都赶快好起来。”钟
瑞山说。

10个月大的宝宝康复啦！
为全省年龄最小治愈出院患者

13日下午，10个月大的确诊患儿在中大五院治愈出院。 珠海传媒集团 叶秋明 摄

□珠海特区报评论员

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社
区防控则是最重要的环节。社区防控工
作抓得严不严、细不细，直接关乎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事关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成败结局。

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
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
调，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
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把社区
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

延的渠道。全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
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
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
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自疫情发生以来，珠海一直致力于
强化社区防控，全市322个城乡社区严格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要求，以网
格化管理模式分片包干，责任到人、联系
到户，严密排查各类人员信息，严格监测
重点人群，创造了“出入证制度”“防控封
条”等一系列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有效
措施。事实证明，正是布下了人民战争

的天罗地网，我市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已明
显减少，治愈病例日渐增多，极大提振了市
民战“疫”的信心，坚定了战胜病毒的决心。

当前，疫情态势仍然严峻，一刻都不能
掉以轻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
按照“准、严、紧、足、实”的要求，依法科学有
序推进疫情防控工作。特别是要筑牢社区
防线，加强对社区、城中村、出租屋的摸底排
查，细致做好异地来珠人员的登记、隔离观
察和跟踪服务工作，做到人员信息、活动轨

迹“两清楚”，做到防护、隔离措施“两到
位”，做到单位、社区责任“两压实”。

社区一线的严防死守，难免会影响
到居民的正常生活，但暂时的不便，是为
了消灭当前最大的敌人——新冠病毒，
是为了让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因此，
对于各项管控举措，需要每个人的理解、
遵守和执行。大疫无情，唯有以更坚定的
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消除
每一处隐患、堵住每一处漏洞，才能筑牢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坚实屏障，才能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系列评论之十八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3
日晚应约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总理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在当前中国人民奋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
刻，总理先生提出同我通电话，体现了马方对中方
的情谊和支持。疫情难免暂时影响中马正常人员
往来，但动摇不了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中马双方
要在携手应对疫情挑战的同时，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创造更多合作成果，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
视，举全国之力，团结一心，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
彻底的防控举措，取得积极成效，病亡率保持在较
低水平，治疗方法不断突破，治愈率持续提升。中
国政府将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

也一定能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保持中国经济发展
势头，努力实现今年发展目标任务，同时继续朝我
们的长远目标坚定迈进。

习近平指出，中方针对疫情采取强有力措施，
不仅是在对本国人民健康负责，也是在为世界公
共卫生事业作贡献，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
各国充分肯定。我们将继续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战胜疫情。中方
赞赏国际社会给予我们的宝贵理解和支持，尤其
是马来西亚等周边友好国家，从政府到民间都积
极行动，为中方雪中送炭。这是地区国家守望相
助的生动体现。我们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的态
度，同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国家加强防控合
作，共同维护地区公共卫生安全。我们也将继续
像对待本国公民一样，照顾好马来西亚和其他外
国在华人员。 （下转03版）

习近平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批准，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参照武汉火神山医院运行模式，承担武汉市泰
康同济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确诊患者医
疗救治任务。

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计划展开床位860张，湖北
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计划展开床位700张。两所医
院均开设临床病区，设置感染控制、检验、特诊、放射诊
断、药械、消毒供应、信息、医学工程等辅助科室。

此次抽组的医疗力量来自陆军、海军、空军、火箭
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武警部队多个医疗
单位。根据医院容量和建设进度，军队医护人员将分
批投入支援，首批力量1400人于2月13日抵达武汉，
并计划在第一时间展开相关医疗救治工作。

截至目前，军队共派出3批次4000余名医护人员
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
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