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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9 日从内蒙古自治区阿
拉善盟额济纳旗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指挥部获悉，截至 19 日 0 时 40 分，
额济纳旗已确认 5 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同时尚有 2 例初筛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者正在复核。 额济纳
旗于 19 日 9 时起，在全旗范围内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10月 19 日，甘肃兰州、湖南长
沙、贵州遵义、北京丰台等地也通报
新增确诊或阳性人员。

记者注意到，在多名确诊病例
的轨迹通报中，都曾出现内蒙古额
济纳旗达来呼布镇桐楠阁餐厅。 目
前， 这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已有 5 人
确诊。

10月 18 日，内蒙古额济纳旗
通报了在陕西西安确诊的闫某夫妻
在额济纳的行程轨迹。

通报显示，他们 10 月 11 日晚
抵达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入住额
济纳旗阳光小区大漠驿站民宿 (阳
光小区 8栋 1号)。10 月 12 日，上
午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达来呼布
路居延名邸小区西门北侧桐楠阁餐
厅就餐，后自驾前往居延海景区，游
玩后当日 15 时在学府花园桐楠阁
就餐，16 时左右返回到民宿，19 时
左右到桐楠阁餐厅 2楼包房就餐。
10月 13日，一行人在胡杨林

景区游玩后，13 时 31 分在桐楠阁
吃饭结束，驾车返回民宿。17时 50
分至 18 时 30 分该二人去额济纳
旗人民医院做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
阴性)。18时 40分至 20时 30分在
桐楠阁餐厅就餐后，驾车返回民宿，
再无外出。

10 月 14 日，8时 28 分他们到
桐楠阁就餐，9 时驾车离开额济纳
旗达来呼布镇。

据多地流调显示，一外地旅行
团以及银川确诊病例，在 10 月 9
日至 15日期间曾一起旅游。10 月
19日，内蒙古额济纳旗通报，闫某、
姜某等一行 8 人自 10 月 11 日 15
时至 10 月 14 日 9 时在额济纳旗
境内旅游，行程涉及 3个景区、1个
民宿、4家饭店和 1个核酸采样点。

据央视报道，上述 8 人抵达额
济纳旗后，活动范围涉及怪树林景
区、弱水胡杨金沙湾黑城景区、大漠
驿站民宿（阳光小区东侧小二楼北
侧东户）、学府路胡杨小厨餐厅、学
府路桐楠阁餐馆、居延海景区、马氏
兰州拉面、陶来酒店停车场、一道桥
胡杨林景区、领头羊蒙餐羊蝎子火
锅店（学府花园小区北侧商户）、额
济纳旗人民医院。

这意味着，此 8 人在额济纳期
间，都曾在桐楠阁餐厅就餐。

10月 19日，甘肃省兰州市城
关区通报6人核酸阳性。其中 5人
曾在嘉峪关、额济纳、张掖等地旅
游。

根据通报，5人在额济纳期间，
10 月 12 日 20:00 驾车到达民宿
（胡杨小区)；20：20 驾车前往额济

纳旗桐楠阁家常菜馆大厅就餐；10
月 13 日 8:30 驾车前往桐楠阁吃
早餐；9:00 出发前住策克口岸参
观；10 月 14 日 8 时驾车前往桐楠
阁吃早餐，后驾车前往张掖。

根据通报统计，5 人在额济纳
期间，3次在桐楠阁餐厅就餐。

10月 19日，内蒙古卫健委通
报，2021 年 10 月 18 日 7 时至 10

月 19 日 10 时，内蒙古自治区报告
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7例（阿拉善盟
额济纳旗 5例，二连浩特市 2例）。

7 名确诊病例中，5 人为陕西
确诊病例姜某、闫某的密接人员，均
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桐楠阁餐厅
工作，目前已转运至额济纳旗定点
医院隔离治疗，相关密切接触者已
进行集中隔离管控。
据大众点评网显示，这家桐楠

阁餐厅主营酱骨家常菜，目前餐厅
状态为暂停营业。

内蒙古额济纳旗新增 5例确诊病例
10 多名食客核酸检测阳性，内蒙古额济纳旗桐楠阁餐厅成为关注点

据北京日报报道

19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242 场新闻
发布会上，丰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张婕介绍，10 月 19 日，丰台区新
增1名甘肃来京确诊病例徐某某，
为银川市确诊病例艾某某的密切

接触者。丰台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响应机制：已对徐某某的密接、次
密接人员、高风险人员开展全面排
查、追踪管控，初步排查密切接触
者9人，其中丰台区已管控 6人，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其余 3人
已将信息横转至河北省。初步排查
次密接249人，正加快落实管控。

甘肃旅行社停止跨省旅游业务
兰州城关区两个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区

新华社兰州 10 月 19 日电

记者 19 日从甘肃省文化和旅
游厅了解到，为应对本次疫情，甘肃
省启动全省文旅行业疫情防控应急
工作机制，立即关停兰州、酒泉、嘉
峪关、张掖四地文旅经营场所和经
营活动，取消各类演出、展览和群众
性文化活动，全省旅行社停止跨省
旅游业务。

针对各类 A 级景区，甘肃省
要求严格落实 “限量、预约、错
峰”要求，严格控制游客接待上
限，落实门票预约制度，落实进景
区景点前扫码登记、测体温等要
求，督促游客执行好“一米线”间
距、佩戴口罩等。对于景区内容易

形成人员聚集的演艺等项目和重
点场所，要求强化局部卫生管理和
防控措施，严格落实人流引导和疏
导措施。
针对星级饭店、博物馆、公共图

书馆等空间相对密闭场所，甘肃省
要求强化卫生管理，加强通风消毒；
对进入场所人员严格落实扫码、测
温、登记等防控措施，加强从业人员
健康监测管理等。

此前，陕西省通报 2 名核酸检
测阳性游客曾在张掖、酒泉、嘉峪关
等地游览参观，甘肃省立即开展人
员排查、密接流调、核酸检测、环境
消杀等工作。19日，兰州新增 6名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城关
区两个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区。

北京丰台新增一例
甘肃来京确诊病例
初步排查密接者 9人，次密接 249 人

据新华社贵阳 10 月 19 日电

贵州省卫健委19日发布情况
通报称，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确诊

1例新冠肺炎病例，该病例有甘肃
等地旅居史，贵州省专家组诊断为
外省关联病例，目前已全程闭环转
运至贵州省将军山医院隔离救治。

贵州新增一例确诊病例
有甘肃等地旅居史

据新华社长沙 10 月 19 日电

据湖南长沙县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通报，10 月 18 日，长

沙县新增报告 1 例外省输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为甘肃省嘉峪关
人，来长沙参加由江苏某企业举办
的智能洗涤观摩活动。

湖南现一例外省输入确诊病例
为甘肃嘉峪关人，启动流调溯源等工作

10月 19 日，西安市雁塔北路一核酸检测点，市民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进行核酸检测。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