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2 日上午，记
者从石家庄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1 月
1 日 16 时至 11 月 2 日 11 时，
石家庄市新增确诊病例 2例。 截
至 2 日 11 时， 全市共有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12例。 目前，全市进
入应急状态，石家庄市下辖深泽
县、晋州市各出入口均已采取全
域临时管控措施。

石家庄市政府副市长张峰
珍在发布会上说，对目前确诊的
12 例病例，全部按照“四集中”
“四个一” 要求， 抽调重症、呼
吸、 中医等 90 多名医务人员组
建了多学科诊疗团队。 坚持中西
医结合， 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
化，每日进行专家会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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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记者在 2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11 月 2 日 0 时至 11
时，北京新增 4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该 4 人现住昌平区天通苑
北街道天通北苑第二社区， 为一家
4口。经北京市疾控中心评估，按照
相关标准， 北京市 2日起将昌平区
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苑第二社区定
为中风险地区。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庞星火介绍，确诊病例 1 作为次
密接者进行集中隔离， 于 10 月 27
日 14:50 结束隔离，其 10 月 23 日
至 28 日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10 月 31 日再次进行核酸检测，11
月 1日结果为阳性。 确诊病例 2为
确诊病例 1 的妻子，确诊病例 3 为
确诊病例 1 的母亲，确诊病例 4 为
确诊病例 1、2 的女儿。 其中，确诊
病例 2工作日每日自驾车上下班并
接送孩子上下学，确诊病例 4 于 10
月 30 日前往平谷区， 当晚在大华

山村弟弟家与多人聚餐。 该 4人已
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截至目前， 本轮疫情北京市累
计报告本土病例 35 例， 其中确诊
病例 33例、无症状感染者 2例。 北
京市共有高风险地区 1个， 为昌平
区北七家镇宏福苑社区； 共有中风
险地区 2个， 为昌平区东小口镇森
林大第家园社区、 天通苑北街道天
通北苑第二社区。

北京市昌平区委常委、 副区长
杨仁全介绍， 截至 11 月 2 日上午
10 时，已判定新增病例密接者 364
人，次密接者 14 人，全部落实管控
措施。 目前， 昌平区管理密接者
3517 人、次密接者 991 人，均已落
实管控措施。

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朱晟介
绍，新增确诊病例中，1 人在花家地
实验小学朝来校区工作，1 人就读
于陈经纶中学分校东湖湾校区。 对
此情况， 朝阳区连夜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 截至目前， 根据初步流调结
果，判定病例的密接者 407人，次密
接者 143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

综合新华社、北京晚报报道

记者在 2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近来，由于“人机
不符”、数据误差等原因，部分市民
群众反映被限制进京管控措施“误
伤”，影响了行程安排。 对此，北京
市进一步畅通和完善了此类人员
反映渠道。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在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 对由此给市民群众造成的不
便和影响深表歉意， 并建议市民可
以多通过线上渠道了解或反映问
题。收到申诉信息后，有关部门会立
即启动申诉复核机制， 逐人开展数
据核查核验。存在异常情况的，将于
48小时内向申诉人反馈结果。

10月中旬以来，国内多地相继
发生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为
确保首都防疫安全，首都联防联控
协调机制对“四类人员”、国内其
他口岸入境未满 21 天人员 （澳门
方向除外）、 有 1 例及以上本土新
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及 14 日内该
县域旅居史人员、滞留该县待返京

人员、国内目前病例同时空轨迹关
联人员等实行限制购买进京机
（车）票、“北京健康宝”不赋“绿
码”等措施，严格管控涉疫风险人
员进返京。 近日，由于人机不符、数
据误差等原因，部分市民反映被限
制进京管控措施“误伤”，影响了
行程安排。

针对近期部分北京市民反映，
被限票或调整赋码状态后拨打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存在占线等
问题，有关部门提示“北京 12345”
微信公众号也是重要的受理渠道，
24小时都有人值守， 随时处理、收
集信息，建议市民可以多通过线上
渠道了解或反映问题。

收到市民的申诉信息后，有关
部门会立即启动申诉复核机制，逐
人开展数据核查核验。 经核验确无
异常的， 会及时调整赋码状态、解
除进京购票限制； 存在异常情况
的， 将于 48 小时内向申诉人反馈
结果。

下一步，北京市将持续优化进
京管控措施， 提升管控精准度，畅
通“误伤”人员救济渠道，更好保
障首都安全和市民出行便利。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11 月 2 日电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新冠
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日前表示，
额济纳旗发生的疫情， 扩散外溢
风险已经有效管控， 疫情防控已
经从社区防控阶段进入到攻坚清
零新阶段。

阿拉善盟新冠肺炎防控工作
指挥部介绍，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日，额济纳旗完成了第八轮全员
核酸检测， 检出的新冠肺炎阳性
病例均为集中隔离管控人员，没
有在社会层面管控人员中发现阳
性病例。 近日，额济纳旗每天的确
诊病例数量也由之前的两位数降

到个位数。 目前，额济纳旗发生的
疫情已经被初步控制， 将继续巩
固成果，确保不发生反弹。

据悉，额济纳旗确诊病例已分
批运转至内蒙古自治区定点医院
救治，目前所有患者病情平稳。 同
时，额济纳旗人民医院在国家和内
蒙古专家组的指导下，全面加强医
务人员院感防控培训，开展医务人
员健康监测，落实医务人员每日核
酸检测、 强化医疗废弃物处置、规
范救护车辆消杀、定期开展医院环
境监测及风险评估。

记者了解到，10 月中旬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后， 额济纳旗实行
全城封闭管控。

据新华社西宁 11 月 2 日电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 2 日通
报，城西区卫生健康局局长、疾控
中心主任两名干部因防疫履职不
力被免职。

通报介绍， 西宁市城西区卫
生健康局党组书记、 局长徐荣军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组织协调不
力， 工作衔接不畅， 专业指导不
够， 推动落实不到位， 经研究决
定， 免去其城西区卫生健康局党
组书记、局长职务，并由城西区纪
委监委严肃追责问责。 城西区疾

控中心主任祁云清， 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履职不力，工作失职，管理
失责，经研究决定，免去其城西区
疾控中心主任职务， 并由城西区
纪委监委严肃追责问责。

根据西宁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处置工作指挥部最新发布消
息，11 月 2 日凌晨，西宁市新增 3
名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
员。 截至目前，西宁市本轮疫情已
累计报告 10 名核酸检测阳性人
员，其中 6例为确诊病例。

目前， 相关人员已转至定点
医院隔离治疗。

北京多举措改善限制进京管控措施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致歉 核验无异常会及时调整健康宝状态，畅通“误伤”者救济渠道

� � � �据新华社报道 11 月 2 日 8 时至 11 月 4 日 8 时， 宁夏银川市对
市辖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贺兰县德胜商住区、永宁县望远镇辖区的
全部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开展第三轮大范围核酸检测。 截至 10 月 31
日，宁夏有确诊病例 33 例，其中 21 例在银川市。

北京一家 4口确诊
病例 1作为次密接者解除隔离几天后再次核酸检测阳性

� � � �■对 14 天内曾到访有 1 例及
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县所属
地级市其他县人员， 按照进京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相关要
求，“北京健康宝” 自动比对核酸检
测记录。 有符合要求核酸检测阴性
记录的， 行程核验通过后将直接调
整为“绿码”；否则将“弹窗”提示，按
照政策要求须尽快完成核酸检测。

■对虽未出京，但因曾途经京
内涉疫地区导致 “北京健康宝”显
示“弹窗”的，请立即向所在社区 、
单位或入住酒店报告，并按照首都
防疫管理规定 ， 分类落实管控措
施，相应调整赋码状态。

■对申请入住酒店的“北京健
康宝”显示“弹窗”人员，由酒店安
排到临时安置客房进行涉疫风险
核查，暂不得离开。 经核查确属“误
伤”的，由属地相关部门安排进行
核酸检测，检测结果阴性且签订诚
信承诺书后，可调整为 “绿码 ”，正
常入住酒店； 有限制进京情形的，
由属地相关部门闭环转运至集中
隔离观察点补足隔离观察时长，对
其赋“红码”。

■对已入住酒店旅客，每次进
入酒店时也要逐人 、 逐次扫码验
码，如入住期间出现 “弹窗 ”，第一
时间按上述处置程序进行处理。

[相关改善措施] 银川开展第三轮
大范围核酸检测

2日，在银川市兴庆区西北农资城采样点，医务人员将混合采集的居民核酸样本放入试管中。 /新华社

内蒙古额济纳旗疫情
扩散外溢风险已有效管控

青海西宁两名干部
防疫履职不力被免职

石家庄增 2 例确诊
全市进入应急状态

� � � �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 2 日晚
从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
11月 2日 16时 40分，重庆市长
寿区报告 1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系此前重庆市九龙坡区报告
确诊病例李某的密切接触者。 至
此， 重庆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增至两例。

2 日 11 时，九龙坡区已报告
1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
前重庆正紧急开展流调溯源和管
控工作， 对病例涉及的医疗机构
进行封控，关闭发热门诊，停止人
员流动， 全院摸排可能接触人员
并进行核酸检测等工作。

重庆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增至两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