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 22 日从福建省莆田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9 月 10 日至 9 月
21日 24时， 莆田市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 198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
例 1 例，本土病例 197 例（危重
型 2 例，均为 80 岁以上女性；普
通型 110例；轻型 85例）。 无症
状感染者 3 例。 目前，确诊患者
正在诊治，总体病情稳定。

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排查
出密接者 4687 人， 次密接者
8816人，并按规定隔离到位。 莆
田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
部综合协调组副组长陈国平介
绍，在全力救治患者的同时，莆田
市中医医院还调集力量调配熬制
中药预防汤剂，并联系外地厂家
共同加快调制中药配方颗粒，配
送给隔离人员、一线防疫人员等
服用，以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新
冠肺炎防治中的优势和作用。

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卫健委 22 日通报，9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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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例。 其
中境外输入病例 25 例（云南 14
例，上海 6 例，福建 2 例，广东 2
例，四川 1 例），含 2 例由无症状
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福建 1
例，四川 1 例）；本土病例 16 例
（福建 13例，其中厦门市 11 例、
莆田市 2 例；黑龙江 3 例，均在
哈尔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
增疑似病例 2 例，均为境外输入
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37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797人， 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2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532
例（其中重症病例 5 例），现有
疑似病例 4 例。 累计确诊病例
8868 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336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9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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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例（其中重症病例 14 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90231 例，累
计死亡病例 4636 例， 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 95851 例，现有疑似病
例 4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182333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
切接触者 16770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 9 例 （均为境外输
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2例（均
为境外输入）； 当日解除医学观
察 14 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
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342
例（境外输入 333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
诊病例 28381 例。 其中，香港特
别行政区 12166 例（出院 11878
例，死亡 213 例），澳门特别行政
区 63 例（出院 63 例），台湾地
区 16152 例（出院 13742 例，死
亡 84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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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预检台可以放在靠外
的位置，患者候诊区也可以再加
强通风。 ”21 日上午，在厦门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专家、天津市第
三中心医院感染管理处主任张富
玉在现场为医院疫情防控“查缺
补漏”。大到空调新风系统，小到
一支水银体温计，张富玉一遍遍
认真检视。

“专家组真的是‘及时雨’，
在帮助我们进一步细化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更给我们增添了战
胜疫情的信心。 ”厦门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副院长任建林一边倾
听， 一边将需要优化提升的内容
记在笔记本上。 当日，该院组织
相关部门和人员，根据专家组意
见制定了整改方案。

近段时间以来， 福建疫情牵
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厦门这座旅
游热点城市也备受关注。 截至 21
日 24时，厦门在此轮疫情中已累
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近 200
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且复杂。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在研判后迅速做出反
应，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开始在
莆田、厦门、泉州等地集结，指导
当地开展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9月 19日，中
秋小长假首日，综合组专家、中国
疾控中心副研究员张灿有甫一抵
厦，就深入到此次疫情的重点地区

同安区，对社区防控工作进行现场
指导。从全员核酸检测的人员组织
到对密接和次密接者的隔离转运，
张灿有既要在现场听别人说，更要
进入“红区”自己看。

下情上达， 是提升疫情应对
效率的重要前提， 而综合组专家
就是疫情防控指挥系统在一线的
“眼睛”。在与厦门市疫情防控部
门的互动过程中， 专家组及时提
出社区防控整改建议， 有关部门
根据实际情况， 动态调整人员部
署、物资保障等。

“你好！ 你们是国家派来的
专家吗？我有话要跟你们讲。”20
日上午， 在此次疫情中列入高风
险地区的同安区新民镇乌涂社
区， 一名基层志愿者看见张灿有
一行在现场指导工作， 一路小跑
上前反映当地基层疫情防控的有
关情况。

在厦门一些乡镇， 部分老居
民带有闽南腔的普通话并不好
懂，但专家们想出了解决办法。综
合组专家、 北京市丰台区铁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医师叶财
德祖籍福建泉州， 能够无障碍地
与厦门本地居民沟通。 “脱防护
服的时候手一定不能碰到外
侧。 ”在同安区一集中隔离点，叶
财德在回看该隔离点工作人员穿
脱防护服监控视频时提醒道。

记者了解到， 在厦门市出现
疫情后，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第一时间调派专家进驻厦门
市。 这些专家曾多次在国内多地
开展疫情防控指导工作。接下来，
专家们将继续通过联合办公、现
场指导、组织培训、编写手册等方
式，指导当地全力开展流调溯源、
社区防控、 隔离点管理、 核酸检
测、医疗救治、院感防控等工作。

据新华社报道

9月 22 日， 哈尔滨市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
挥部发布第 29 号公告，决定南岗
区、道里区、松北区、巴彦县“三
区一县”9月 22日 24时前，其他

区县（市）9 月 23 日 24 时前，完
成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2 日发布消息，22 日 0 时至 12
时，该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
病例 5 例 （哈尔滨市巴彦县 4
例、哈尔滨市南岗区 1 例)，截至

22 日 12 时，全省现有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 6 例，本土确诊病例 8
例。

按照工作要求， 哈尔滨市行
政区域内全部人员， 均需进行核
酸检测筛查。 广大市民群众按照
社区（村屯）通知的时间段，前往

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
哈尔滨市为确保核酸检测全

覆盖、无遗漏，将对核酸检测实行
龙江健康码赋码管理， 未按疫情
防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
健康码会调整为“黄码”，待完成
检测且结果为阴性， 健康码会调

整为“绿码”。 在等待核酸检测结
果期间，应自觉居家，非必要不外
出、不聚集、不聚会。

为集中力量做好全员核酸筛
查工作，迅速切断疫情传播源头，
自即日起， 哈尔滨市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工作暂停 3天。

哈尔滨计划今完成全员核酸检测筛查
[聚焦疫情防控]

他们带来了经验，更增添了信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专家在厦门指导抗疫工作见闻

据新华社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
防护中心 22 日公布， 截至当日
零时，香港新增 1 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为输入性病例。 截至 21
日晚 8 时，已有逾 400 万名市民
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

据悉，新增的输入病例是由
菲律宾抵港。 过去 14天（9 月 8
日至 21日）香港累计报告 37 宗

确诊病例，均为输入性病例。 目
前，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12167例。

统计显示， 自 2 月 26 日正
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至 9
月 21日，香港共有约 441.8万名
市民已接种第一剂疫苗，占合资
格免费接种疫苗人数的 65.6%；
约 400.5万名市民已接种第二剂
疫苗，占合资格免费接种疫苗人
数的 59.5%。

国家卫健委：21 日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41 例 其中本土病例 16 例

福建莆田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198 例

香港新增 1 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逾 400 万人接种第二剂疫苗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福建工作组专家张灿有（中）在厦门市指导当地疫情防控 /新华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福建工作组在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
新塘村向风险区域消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