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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通报石家庄有关确诊病例排查情况

两患者在汉密接者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严防死守 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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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郭佳 通讯员万建国）1 月 12 日上午 10 时许，
在汉口火车站公交枢纽站，一辆292路公交车刚刚运营回站，站长刘
琨就开始对车厢地板、座椅、扶手等部位喷洒消毒……武汉公交疫情
防控一刻不放松。

“车辆运营回站后，公交工作人员会立即拿着喷壶、抹布上车，对
车厢地板、座椅、扶手、拉杆等部位喷洒消毒、擦拭清理。”武汉公交集
团二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运营途中，公交车语音报站器会不时播报

“疫情期间，勤洗手、戴口罩、防聚集”等防疫宣传提示语；发现有未戴
口罩的乘客准备上车，司机会督促其戴好口罩后方能上车。

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武汉公交集团连日来多措并举持续强化
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还增加了从业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司机上岗前
测量体温等举措，为市民和乘客出行保驾护航。

长江日报讯（记者黄琪）1 月 11 日上午，河
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公布 1 月 10 日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信息，其中第 41 号、第 57 号确诊病
例在武汉有行动轨迹。1 月 12 日，武汉市新冠
肺炎防输入工作专班发布通报称，全市各有关
区和部门迅速行动，立即开展排查、封控、流调、
消杀等工作。

河北省第 57 号确诊病例于 1 月 3 日晚 11 时
乘坐 Z335 车次（14 车厢 4 号上铺）到武昌，1 月 4
日乘坐出租车（鄂 A－X3U09）到汉正街批发市
场，在长堤街路口民生甜食馆吃早点，到金正茂
商务大厦停留 1小时 30分钟后，到金座、蓝宝石、
红宝石 3 个市场，在长堤街路口王记牛肉面馆吃
午餐，下午 2 时乘坐出租车（鄂 A－XQ861）到武
汉火车站，乘坐 G422车次（4车 01A 号座位）返回
石家庄。

根据排查，河北省第57号确诊病例到汉火车
同车厢密切接触者共59名，其中22人于武昌火车
站下车，在武汉市 4人，市外 18人，市外人员相关
信息以及离汉火车同车厢234人已报请省指挥部
协查。武汉市 4 人已隔离，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河北省第 57 号确诊病例来汉、离汉乘
坐的出租车鄂A－X3U09和鄂A－XQ861司机已
进行隔离、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其密切接触者 548 名已全部隔离，扩大搜索
人员 8107名，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对其活动
轨迹外环境采样8225份，结果均为阴性。

我市对该确诊病例到过的汉正街金正茂商
务大厦及金座、蓝宝石、红宝石 3 个市场所在楼
栋进行封控，对其在汉活动轨迹的外环境全部进
行了消杀。

另外，河北省第41号确诊病例就读于我市某
理工学院大一年级。该生 2020年 12月 25日前两
周在学校未外出，在校期间每日健康监测结果均
正常。2020年12月25日晚6时，该生离校前往武
昌火车站，全程佩戴口罩，乘坐 Z208 次列车返回
石家庄市。该生的7名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同班已离汉的35名同学均被告知进行
居家健康监测。经流调分析，该生在汉期间无外
出旅游史和相关病例接触史。

长江日报讯（通讯员高翔 李晗 记者张剑）湖北援冀车载
移动方舱CT顺利抵达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后，1月12日已调
试完毕。13日起，这台车载移动方舱CT在南宫市唯一发热门
诊——凤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发热人员进行影像检查。

据“南宫发布”公布，南宫市发热门诊暂时迁至凤岗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人员一律到该中心就诊，其他医院不再
接诊发热人员。

援冀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医学影像科主管技师叶乃力介
绍，1月12日上午，医务人员已完成车载移动方舱CT的安装、
调试工作。车载 CT 上配备了 5G 设备，通过 5G 及移动互联

网实现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本部医学影像科的远程连接，可
以及时把前端扫描的影像传输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诊断平
台，实现远程阅片和智能诊断、发报告。车载移动方舱CT非
常符合疫情防控复杂条件下的临床诊断业务需求，可以加快
患者诊疗效率、降低医务人员感染风险。

1月 12日下午，叶乃力对前来支援的南宫市影像医务人
员进行了培训。从 13日开始，车载移动方舱 CT24小时不间
断开放，随时提供检查服务。

中国移动特别为车载移动方舱 CT 架设了互联网专线，
确保信息畅通。

先出示分时预约码
游客才能购票进景区

长江日报讯（记者范雅琴 通讯员刘希）1月12日，湖北省文旅场
所分时预约管理服务平台上线。长江日报记者在武汉东湖海洋乐
园、欢乐谷、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等景区入口处看到，入口处已摆
放“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二维码”“分时预约码”展板，工作人员引导市
民和游客扫码、测温后再进入景区。

1月 12日在家休息的喻先生想着旅游年卡即将到期，于是趁着
晴好天气带着双胞胎儿子到武汉东湖海洋乐园飞鸟世界游玩。记者
看到，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他逐一扫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上会显示
扫码者于前14天内到达或途经的地区，分时预约码上则可看到景区
可预约和已预约的省内、省外人数。喻先生说：“现在疫情防控举措
到位，我感到很安心。”

武汉东湖海洋乐园工作人员介绍，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1月9日
发出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和文化场馆全面实行分时预约制度的通知
后，武汉东湖海洋乐园按要求制作了相关引导展板，并有专人现场指
导市民和游客进行预约操作。市民和游客必须先出示分时预约码才
能购票进入景区。

市民和游客可通过“游湖北”App的“文旅预约”板块或“游湖北”
微信小程序进入预约界面，选择预约日期和时间段进行预约。预约
成功后，市民和游客即可凭分时预约码在景区售票处或网上购票。

上班路上
通勤路上戴口罩。推荐采用步行、骑行或

乘坐私家车、班车上下班。如果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务必全程戴口罩，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
车上物品，避免与咳嗽、打喷嚏的乘客对坐。

上班期间
办公室定期通风。进入办公楼前，扫健康

码、接受体温检测。通过后入楼，先到卫生间洗
手。

对于办公室公用的打印机、碎纸机、固定电
话等设备，可以每天用消毒湿巾擦拭或用 75%
酒精消毒液喷洒。

办公室应每天通风 3 次，每次 20 至 30 分
钟。如果办公室里人比较多，应坚持戴口罩，并
保持1米以上安全距离。

办公期间要多喝水、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
后要按照“七步法”严格洗手。

开会勿忘戴口罩。建议各单位减少集中开
会次数，控制会议时间。建议与会员工戴口罩，
进入会议室前洗手消毒，落座时保持 1 米以上
安全间隔。如果会议时间较长，可中途开窗通
风1次。会议结束后，应对场地、用具消毒。

搭乘电梯别摘下口罩。电梯空间狭小、环
境密闭、空气不流通，进出人员复杂，更利于病
毒传播。因此，在办公楼内搭乘电梯时应戴好
口罩；即使只有自己一人，也不能摘下口罩。同
时，要避免扎堆搭乘电梯，在电梯里减少接触公
共部位。

吃工作餐别聊天。上班族可自己准备一套
餐具，吃饭时尽可能使用自己的餐具。进餐时，
最好不要面对面坐着吃饭、聊天，避免飞沫传
播。和同事一起拼单点外卖时，尽可能选择熟
食，避免肉类生食，搭配上要讲究营养均衡、清
淡适口。

下班回家
下班回家及时消毒。下班后直接回家，避

免多人聚会。到家后及时更换上班穿着的外
套，洗手消毒。对于外出使用过的手机和钥匙，
要用消毒湿巾擦拭或 75%酒精消毒液喷洒擦
拭。

如果下班途中到商场、超市购买生活必需
品，要记得戴好口罩，避开密集人群，与其他人
保持 1 米以上安全距离，并避免长时间停留。
到家后，还要对购物袋消毒。

1月12日，市民进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北省分行营业
部需扫码、测体温、戴口罩。 长江日报记者詹松 摄

1月 12日上午，武汉规划展示馆恢复所有防疫措施，游客进馆前需登记身份证号码、戴口罩、扫健康
码、测体温。 长江日报记者杨涛 摄（信息来源：陈英）

湖北援冀车载移动方舱CT今日启用
影像资料可传回武汉远程诊断

1月12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援冀医务人员安装、调试车载移动方舱CT。 院方提供

武汉公交防控多措并举

每辆公交车回站后喷洒消毒

疫情防控
不放松

右图：1月12日，逛汉街的市
民都自觉戴口罩，坚持做好个人
防护措施。

长江日报记者李子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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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王春岚 通讯员赵林）上下班坐地
铁，中午在单位吃工作餐，上班族冬季如何做好自我防
护？1 月 12 日，武汉市汉阳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发热门
诊主任秦永刚提醒上班族，好习惯要坚持，一些个人防控
细节不能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