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鑫津 张晨

8月9日，扬州市召开第11场疫
情防控专题发布会。会上通报：8月8
日0-24时，该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38例（其中轻型4例，普通
型 33 例，重型 1 例，没有危重型病
例）。7月28日至8月8日，全市累计
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46例（其中轻型
72例，普通型245例，重型23例，危重
型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0例。目
前，扬州共有高风险地区2个，中风险
地区83个。

补充采购防疫物资，
重点保障一线人员

“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正
处于最紧要的关头，储备充足的防疫物
资是保障疫情防控的关键。”扬州市发
改委党组成员、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
长黄学东介绍，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扬州在做好重点防疫物资常态化储备
的基础上，已启动补充采购程序。截至
目前，分两个批次紧急采购了医用防护
N95口罩、医用防护服、防护面屏等15
个种类、49.28万件防疫物资，重点保障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救治、集中隔
离点等防控一线人员。

此外，近日省调拨给扬州10个种

类、36.42万件防疫物资。目前扬州正
在抓紧组织采购第三批重点医疗物
资。黄学东表示，总体来看，当前扬州
防疫物资库存充足，市物资医疗保障
组可以调用医用外科口罩190万只、
医用防护N95口罩4.5万只、防护服
11.4万件、隔离衣1.1万件、防护面屏
3.35万件，医用外科手套、鞋套、酒精
湿巾等其他物资储备也比较充足。后
续，物资保障组将根据疫情演变的实
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项采购，全
力保障疫情防控需求。

采取一系列保供措施，
物价回落趋稳

“重要民生物资保供稳价，是当前
做好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黄学东介
绍，疫情发生后，扬州主城区受疫情管
控升级、道路交通不畅、物流成本上升
等多重因素影响，蔬菜价格在8月2
日达到阶段性高点。

连日来，扬州采取了一系列保供措
施，开通保供车辆绿色通道，全面收集
并及时解决保供难题，从严从快打击价
格违法行为。截至8月8日下午4时，
共发放车辆通行证7238张，每天进入
主城区的生活物资车辆约450辆，有效
解决了生活物资的供应问题。当前，扬
州联谊批发市场每天进场量、出场量均

在1000吨左右，现有库存约8500吨，
能够满足市民需求。此外，扬州主城区
的大型超市，粮油、米面、瓶装水、牛奶
等物资库存也较为充足。

一周多以来，扬州市每天安排10
个采价小组，早上7时出发分赴主城
区各个方位，对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大型超市和连锁店、便利店进行现场
采价。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主城区农
副产品价格虽然比疫情发生前上涨，
但从8月2日开始持续回落、逐步趋
稳，特别是在畅通重要物资保供车辆
绿色通道、鼓励重点商超签订保供稳
价承诺书以后，主城区主要生活物资
储备充足，大型超市、连锁店销售的粮
油、猪肉、鸡蛋、蔬菜等农副产品市场
价格持续下降。

医疗废物日产日清，
未发生次生环境影响

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在会
上介绍，截至8月8日24时，共有169
例确诊病例在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
疗，其中轻型51例，普通型111例，重型
7例。国家、省市专家组联合查房，中西
医协同，全力加强患者医疗救治。目前
所有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其余177例
确诊病例目前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
院区（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疗。

截至8月8日24时，扬州市主城
区第四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已经全面完
成，8月9日上午6:30主城区第五轮
大规模核酸检测已经启动。多轮核酸
检测，使得医疗废物产生量明显增多，
规范处置医疗废弃物刻不容缓。

扬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张国权
介绍，在已经开展的四轮检测中，扬州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对主城区42个归
集点、114个隔离点、10个核酸检测
分析点和医院产生的医疗废物均及时
组织开展收集处置，定点归集、及时转
运，确保日产日清、日处日毕。目前，
全市形成日处理医疗废物108.5吨的
处置能力，能够满足全市日产45.4吨
医疗废物的处置需求。自7月21日
以来，全市已累计处置医疗废物
365.29 吨，医疗废物收集、暂存、转
运、处置工作有序、安全开展，未发生
次生环境影响。

目前，扬州全市已全面加强防控
措施，严格居民出入管控。封闭管理
小区严格实行“足不出户”。封控管理
小区每户每3-5天限一人凭出入证
和苏康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经测温
后进出居民小区或自然村采购生活必
需品。黄学东表示，扬州主城区农副
产品供应充足，居民安全有序外出采
购即可，不要扎堆、无需哄抢。

扬州全面加强防控措施，严格居民出入管控

农副产品供应充足 医疗废物日产日清

本报讯（记者 仇惠栋 胡明峰）
8月9日，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通报：8月8日0-24时，
南京市没有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这是7月20
日以来，南京首次出现单日病例零新
增。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强
调，南京仍有一些中高风险地区，仍
有一批重点人员在接受观察。面对
高传播力、高病毒载量的德尔塔病
毒，疫情防控这根弦要时刻绷紧，稍
有不慎都将功亏一篑。

7月20日至8月8日，南京本轮
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1例，
其中，江宁区199例，溧水区12例，
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雨花台区各
4例，高淳区2例，玄武区、栖霞区各
1例。8日，经专家评估，又有4名确
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转至定点医院
进行康复治疗，出院病例累计已达
24例。尚有207例确诊病例在南京
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接受隔离治疗，
其中，59例为轻型，148例为普通型，
没有重型和危重型病例。

经疫情防控专家组评估，自8月
9日起，建邺区南苑街道吉庆家园小
区、鼓楼区挹江门街道大桥南路10
号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

区。至此，南京有12个中风险区调
整为低风险区，仍保留高风险区1个
（江宁区禄口街道）、中风险区19个。

南京江北地区至今没有出现确诊
病例，但疫情防控丝毫不松劲。浦口
区常务副区长吴俊介绍，该区7月26
日起对全区所有网吧、影剧院、KTV、
棋牌室、健身房等密闭经营场所实行

“应停尽停”。通过严密排查，该区累计
发现黄码、中高风险地区返回等各类人
员459人，均按程序落实管控措施。

目前，南京市共有各类工地2663
个，从业人员37.82万人。南京市建委
副主任宋刚介绍，所有工地人员均已
按要求进行了3轮以上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7月20日以来，南京市
对工地开展检查6000多次，对一般性
问题要求当场整改，对问题较多的16
个项目工地责令停工整改。

南京全市设置集中隔离点305
家，目前居住被隔离人员3.26万人。
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
会主持人鲍云海郑重提醒，“零新增”
不等于零风险，区域解封不等于防控
放松，很多人仍在集中隔离、居家隔
离和居家健康监测中，风险还很大。
当前南京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不能有半点大意、一丝松懈。

“零新增”不等于零风险
南京目前仍有305家隔离点的3.26万人在接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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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仲崇山）据省卫
健委9日消息，8月8日0-24时，江
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8例（均为扬
州市报告），4例为轻型，33例为普通
型，1例为重型。以上病例均在定点
医院隔离治疗。新增出院病例4例
（均为本土确诊病例）。解除医学观
察的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例。
新增病例详情由相关设区市发布。

7月20日至8月8日24时，全省

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92例（南京
市231例，淮安市12例，扬州市346
例，宿迁市3例）。累计出院本土确
诊病例24例。

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确
诊病例587例，其中本土确诊病例
568例（轻型132例、普通型407例、
重型23例、危重型6例）。在医学观
察的无症状感染者9例，其中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1例。

8日我省新增确诊病例3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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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仲崇山 王甜

连日来，省卫生健康委迅速统筹
全省医疗资源，助力扬州市开展疫情
防控，汇聚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截
至8月8日24时，省卫生健康委已从
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
淮安、盐城、镇江、泰州10个市，抽调
核酸采样、核酸检测、流调、消杀等人
员共4050人支援扬州疫情处置工作，
另外支援核酸检测设备40台、核酸检
测移动方舱10个。

把武汉光谷经验搬到扬州

无锡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毛
芸，曾是去年无锡第二批援鄂医疗队
防控组组长，在她随身携带的电脑中，
仍有在武汉工作期间的全部质控表。

“当时我们建立的质控表和流程成为
无锡队的特色，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
院区得到点名表扬。这次我们想把相
关经验带到扬州，助力一线防控。”毛
芸说，武汉战“疫”中积累的经验给大
家增加了信心。

8月8日上午10点，接到支援扬
州的任务后，无锡多家医院的医护人
员在微信群里踊跃报名。不到一个半
小时，12名队员就从无锡市民中心出
发奔赴扬州。继前期流行病学调查、

核酸检测、中医医疗救治等专业队伍
先后抵达扬州后，这支队伍将开展院
感防控等工作。

这批队员中不少是经验丰富的
“老将”，4人有援鄂经历，6人持有国
家级或省级院感岗位培训证书。“手卫
生、医疗废物管理、消毒隔离、职业防
护等，都是院感防控工作的重要内
容。这次去扬州，我们的任务就是保
证医护人员安全，确保‘零感染’。”来
自江阴市人民医院院感科的朱亚红
说。不久前，她留学海外的儿子好不
容易才从英国返回无锡，母子刚相聚
没几天，可她接到任务后没有一丝犹
豫，毅然冲上一线。

8日当天，出发驰援扬州的还有常
州、苏州、南通、徐州、连云港、镇江等地
的多支队伍。另外，还有一批预备队。

迅速集结下车直赴一线

疫情就是命令，一声动员，应者
云集。8月5日，盐城市7所市区医
院和8个县（市、区）105家基层医卫
机构的403名白衣战士，雷霆出击，
组建盐城支援扬州宝应核酸检测采
样医疗队，奔赴宝应协助开展全员核
酸检测工作。

“8月 6日凌晨，我们这组32人
从宝应驻地集中出发，兵分四路奔赴

罗巷等4个社区。”盐城支援宝应医
疗队临时党支部支委、盐城市第一人
民医院护士长邓璐说，8月4日晚在
医院护士长微信群收到组建该医疗
队消息后，她第一时间报名，并连晚
赶回医院准备物资、开展培训，一直
忙到次日2点。

8月5日中午11时30分，邓璐和
组长吴玲玲顾不上吃饭，带领市一院30
名队友赶到盐城市卫健委参加集中培
训。次日4点，大家不顾疲惫，紧急奔
赴宝应各核酸检测采样点开展工作。

阜宁县人民医院护士周强强说，
当天早上5点就来到盛世嘉园核酸检
测采样点，手头工作一直没停下来。
一名叫祁麒凯的小朋友，一大早就和
奶奶、姐姐来到采样点排队、登记，同
行医疗队小伙伴的贴心细致服务也深
深打动了他。令队员们感到温暖的
是，经常有居民对他们的工作表达感
谢和敬意。

轮班连轴转人歇机不歇

核酸样本采集到了，关键是快速
出检测报告，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决策提供参考，并为制定下一步防控
方案提供依据。这段时间以来，扬州
各检测中心开足马力，工作人员们夜
以继日忙碌着。

在扬州市疾控中心实验室，来自
徐州、连云港、镇江的100多位检测人
员以每天检测30万人次样本的速度
加班加点干活。“来自四市十几家单位
的同行们分成4个小组，6小时一班，
人歇机器不歇，每半小时向指挥部提
供一次报告数据。”援扬州疾控中心核
酸检测队总领队、徐州市第一医院检
验中心副主任余汉忠告诉记者，没有
一个人叫苦叫累，不少同志每天只睡
三四个小时，下班后还在实验室帮助
整理样本和数据。

流调、溯源工作也都在紧锣密鼓
进行中。省卫生健康委已调集省疾
控中心、9个设区市的专业流调人员
支援扬州，加上扬州本地流调人员，
总数超300人。另外召集省级医疗
救治专家 22人、院感防控专家101
人、消杀专家10人增援扬州，目前也
全部到位。

省卫健委还组建了14人的省级
中医团队（其中来自省中医院5人、南
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1人、无锡市4
人、苏州市4人），会同扬州市级16人
中医医疗队，赴定点医院开展个性化
辨证施治工作。对有发热、腹泻等症
状的患者，及时采用中西医结合手段，
防止轻型患者转重，发挥中医药抗疫
的重要作用。

四面八方力量凝聚战疫必胜信心——

全省4000白衣战士驰援扬州

9 日，扬州市
邗江区委统战部广
大党员积极主动投
身到第五轮全员核
酸检测志愿服务
中，让党旗在抗疫
一线飘扬，党徽在
一线闪光。

夏存喜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 本报记者 朱 威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近日印发《“苏康码”黄码赋码和转码办法
（试行）》（下称“办法”）。该办法就黄码人员
定义、赋码、黄码转绿码等问题作了具体规
定。哪些人的苏康码会变“黄码”？黄码如何
转成绿码？扫描二维码，一图读懂。

一图读懂｜哪些人的苏康码会“变黄”？
黄码如何转成绿码？

媒视窗

▶上接1版 我们看到，广大机关党员
干部第一时间奔赴战疫一线，临时党
支部、党员先锋突击队、党员示范岗的
旗帜飘扬在众多基层社区。许多同志
这段时间吃不好睡不好，奋斗在社区、
奔忙在一线，以“朝六晚十二”甚至到
凌晨的工作强度，为疫情防控工作付
出大量心血和汗水。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
峻，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就是要有效

增强防控力量，用心用情服务好社区
群众。对党员干部来说，下沉社区，
不是去做做样子的，而是去做实际工
作的。无论原先是在什么岗位，都要
服从社区疫情防控总体安排，协助动
员排查、宣传政策、维护秩序、协调资
源、解决问题。社区防控直接面对人

民群众，党员干部只有用心和群众沟
通，才能体会群众的感情；用心为群
众服务，才能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
用心做好各项防控措施，才更能体谅
社区干部的不易和困难。切实把自
己摆进去，与社区群众感同身受，与
社区干部同心同向，才能充分发挥战

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筑牢疫情防
控的铜墙铁壁。

风雨兼程，初心如磐。始终站在
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
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是我们党
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逻辑。真
正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
同舟、同甘共苦，就一定能汇聚起抗
击疫情的磅礴力量，坚决打赢这场攻
坚战。

同社区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上接1版 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基
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关键时刻要充
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我是党员我
先上”的精神，团结带领广大群众联
防联控，齐心协力战胜疫情。

娄勤俭在检查中对扬州近一段
防控工作给予肯定，他指出，在国务
院工作组的科学指导下，在省委、省
政府的部署指挥和全省各地的有力
支援下，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扬
州疫情防控工作正在有力有效向前
推进，逐步走向可知可控，但形势依
然严峻，到了最吃紧的关口。要增
强信心、鼓足士气，有什么困难，省
市一体，共同解决，全力以赴打赢这
场硬仗。当前，最重要的还是从严
从紧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要进

一步提高核酸检测能力和效率，发
挥“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的机
制作用，在与病毒赛跑中赢得主
动。要切实做好集中隔离，努力做
到应隔尽隔、应隔快隔，严防交叉感
染。要集中全省医疗资源，加强医
护人员岗前培训，全力救治确诊患
者。要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加强防
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统筹调度，
全力保障抗疫和群众生活需要，倡
导群众科学做好个人防护、积极参
与群防群控，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
大力量。各级干部要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在大战
大考中展现责任担当、锻炼提升能
力、接受群众检验。

省领导赵世勇参加检查。

进一步从严从紧落实落细防控措施

▶上接1版 一个口岸一个口岸检查
整改到位。强化聚集性疫情应急处
置能力建设，从完善预案和实战演练
入手，预案要细化实化硬化，加强应
急指挥体系运行机制、大规模核酸检
测队伍和能力配备、流调力量配备和

“三公”协同、隔离房间储备和规范隔
离管理以及医疗救治能力建设，应急
演练要真演真练。强化院感防控防
线，坚持“零容忍”，深入排查整改。
强化疫情协同协查，及时共享流出人
员信息。要全面压实责任，把各项工
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争分夺秒、刻不容缓、狠抓落实，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以实际行动实
际成效践行“两个维护”。

当天上午，扬州启动新一轮核酸
检测。吴政隆来到指挥部核酸检测
组，通过指挥中心的信息系统察看全
市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情况，并与工作
人员深入交流。目前已经采了多少样
本、多少已经送检了、送检车辆保障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备用车辆、还
有哪些困难需要协调解决？吴政隆
说，核酸检测筛查是落实“四早”要求、

主动筛查感染者的第一道关口，非常
重要。一方面要注重采送检高度匹
配，采样规范，转运及时，检测结果反
馈迅速，确保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多轮
检测。一方面要反应敏捷，一旦出现
阳性感染者，第一时间查清人数、查清
人头、查清位置、查清密接和次密接，
管控措施立即到位。同时，要注重数
据分析，核查清楚哪些来自封控封闭
小区、哪些来自发热门诊、哪些来自居
家隔离、哪些来自集中隔离点，为不断
优化防控措施提供科学支撑。

吴政隆还召开会议就落实国家
工作组意见和疫情防控存在的短板
进行专题研究，要求流调溯源更加彻
底，对全员核酸筛查新发现的阳性感
染者第一时间快速精准追踪，所有重
点人员第一时间全部隔离管控，同时
要做好前期流调再排查、隔离点新发
病例再排查。集中隔离、应隔尽隔必
须更坚决再加快。要针对前几轮发
现混管阳性的情况，进一步加强社会
面和小区管控。

韩立明、刘旸、陈星莺、惠建林、夏
心旻，国家工作组专家，各设区市和部
分县（市、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