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记者
屈婷 田晓航）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23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
截至目前搜集到的病例显示，无武汉
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病例在增加，
并出现了聚集性病例和无武汉旅行

史的确诊病例，而且在境外多个国家
和地区发现了来自于武汉的无明确
市场暴露史的确诊病例。

根据该方案，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的医务人员发现符合病例定义的疑
似病例后，应立即进行隔离治疗，并
报告医疗机构相关部门和辖区疾控

中心，由医疗机构在2小时内组织院
内或区（县）有关专家会诊，如不能诊
断为常见呼吸道病原体所致的病毒
性肺炎，应当及时采集标本进行病原
检测。疑似病例连续两次、且采样时
间至少间隔1天的呼吸道病原核酸
检测呈阴性，方可排除。

截至目前搜集到的病例显示

已出现无武汉旅行史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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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采取加大防疫措施后，武汉这
座城市深深牵动全国人民的心，一
些重要举措正在有力支援武汉的

“战场”。
交通运输部23日发出紧急通

知，做好抵离武汉公路水路通道查
控和疫情联防联控应急物资运输保
障准备工作。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要同步建立省内应急联络机
制，确保进入武汉的营运车船管控
措施落实到位、应急保障车队按需
组建到位。

记者23日从工信部获悉，根据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要求，23日
凌晨，工信部已经安排中央医药储
备向武汉市紧急调用1万套防护服、
5万套手套。

多家电商平台第一时间明确表
态：抵制涨价。从21日晚间至22日
早间，淘宝、饿了么、苏宁易购、拼多
多、京东、美团陆续发布通知，在特殊
阶段，不允许平台在售的口罩等物资
涨价，一旦发现价格异常将下架处理。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障武汉及

其他地方的消费者能及时买到口罩
等防护用品，部分区域生产企业迅
速展开应对，多家上市公司、工厂已
经在加急生产。

菜鸟物流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大批口罩已在21日晚连夜装车，大
批量口罩正发往武汉、上海、杭州、
广州、北京等地。

此外，记者获悉，目前，全国各
地多所医院都有医生积极报名，随
时准备赶赴武汉参加救治。

（新华社武汉1月23日电）

直击武汉防疫升级四大焦点
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号通告，自当日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

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疫情严重，管控升级。现在的武汉情况如何？“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现场采访。

23日上午10时，武汉地铁、轮
渡、公交等市内公共交通全部暂停运
营，所有车站全部关闭。而火车站、
机场离汉通道相继停摆，武汉的三大
火车站只能出站，不能进站。多个高
速公路口也已相继封闭。

记者在常青花园公交枢纽站看
见，站内停满了公交车。武汉市公共
交通集团第三营运公司服务主管彭
冬梅告诉记者，公司负责的721、792
路公交已全部回到枢纽站，不少车辆
已在消毒后贴上了封条，具体何时恢
复运营待通知。

10时15分左右，随着当日最后
一班地铁列车到达终点站，全市地铁
站全部关闭。记者在武汉火车站看
到，原本春运出行高峰人流汹涌的进
站大厅空无一人，出站厅里显得空空
荡荡。所有乘客只允许出站，不允许
再进入。火车站每天都要进行至少
一次消毒杀菌措施，工作人员都戴上
了口罩。

在天河机场，大批乘客等待改
签。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截至
上午10时，南方航空所有航班全部取
消，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正在调整中。

一些计划返乡过年的市民选择
私家车出行。23日上午，在进出武
汉的各大高速公路收费站，等待出城
的车辆排成了长队。记者从武汉市
公安交管等多个部门了解核实到，按
照防疫指挥部1号通告的要求，武汉
市各大公路已陆续封闭。

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按照通知要求，原则上是
只进不出，也就是说，外来车辆通过
检查后，可进入武汉。本地车辆原则
上不出城，特殊情况除外。

记者下午1时左右，在武汉龚家
岭收费站看到，高速公路已经封闭，
所有车辆不再能驶上高速，现场大量
交警维持秩序，令车辆折返。收费站
工作人员说，高速入口刚接到通知要
封闭。据了解，包括龚家岭在内，小
军山、汉南、北湖、花山、柏原、青龙、
西湖站入口，以及京港澳高速武汉
西、武汉北、蔡甸、永安等多个高速入
口和收费站入口封闭。

在武汉市内，公共交通暂停令一
些市民感到不便。有医院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公共交通停摆后只能搭出
租车上下班。

23日一早，武汉多家超市、药店
出现排队集中购物情况。记者在马
池北路丰泽园生鲜市场、武昌岳家嘴
武商量贩等多家超市看到，新鲜蔬菜
基本销售一空。

家乐福华中区公共事务部总监
陈文瑾告诉记者，超市已准备了从除
夕到初三的货，现在货源充足，消毒
液以及肉蛋禽水产都可以保证。她
说，现在家乐福超市全力紧急调配，
哪怕亏钱也不涨价。公司还给予上
班员工交通补贴。

在武汉市健康人、好药师等多家
药房，客流量明显比往常多。大家集
中购买预防药物、口罩、感冒药及体
温计等。在环湖中路一家益丰大药
房，记者看到，大部分药品供应充足，

但也有一些货架空了不少。
针对当前市场情况，武汉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
第2号通告说，目前武汉市大宗商
品、食品、医疗防护用品等储备充分、
供应顺畅，请广大市民不用恐慌，不
必囤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紧
接着发布的第3号通告称，为做好社
会各界捐赠武汉市抗击疫情的医用
耗材、防护用品等物资接收调配工
作，现开通24小时电话接收社会各
界爱心捐赠。

针对网传武汉加油站停止供油，
武汉市商务局随后发布通知，称武汉
市成品油经营企业充足，供应正常。
油企启动应急预案，确保加油站24
小时营业，不断档、不脱销。

武汉市市长周先旺表示，前期相
关病人都集中在武汉市的肺科医院、
传染病医院，两家医院加起来病床有
300多张，因此医疗资源很紧张。

目前，武汉市采取了“7+7”的医
疗防控救治方法。即由武汉市内的
同济、协和等7家大型综合性医院，
托管7家中小医院。全市用于此次
疫情防控的医院床位将达到4300张
左右，医疗救护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武汉市还对所有发热留观病人实行

免费救治、免费观察、免费定点治疗。
对于重症患者采取一人一医疗

团队、一人一诊疗方案，严格按照诊
疗方案开展诊疗。还实行“五大医
院包保定点医院”“一大医院包保一
重症病区”的包保措施。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协和
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分别包保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3个重症病区；武
汉大学中南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
分别包保武汉市肺科医院2个重症

病区。5大家医院各派出近30名医
务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直接开展
病人医疗救治工作。

武汉市卫健委副主任彭厚鹏
说，此前的政策，凡是确诊的病人，
除医保报销外，医疗费全由政府兜
底；现在为打好防疫战，更进一步出
台规定，凡是在各发热门诊留观的
病人，门诊费也均由政府埋单。这
样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基本上实
现了患者零缴费。

据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记
者魏玉坤）为全力做好武汉市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交
通运输部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
暂停进入武汉的道路水路客运班线
发班和进入武汉市的省际、市际包车
客运业务，严格管控营运车船驶离武
汉，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应急物资运输
保障准备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要立即通知本地汽车客运站、客运
码头经营者和道路水路客运经营者，

暂停进入武汉的道路水路客运班线
发班，并做好已售客票免费退票和解
释说明工作。对途经武汉的其他道
路客运班线，要立即调整运行路线绕
行武汉，坚决禁止进入武汉上下客。
前往武汉途中的营运车船，要立即组
织载客返程，并不得向旅客再行收
费；旅客不同意返程、提出在武汉市
域外下车的，要按照解释到位旅客自
愿的原则，在安全地点停靠下客。

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要立即通知属地包车客运企业暂

停申请进入武汉的省际、市际包车客
运业务，同时要暂停审核发放进入武
汉的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湖北省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部署属地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立即停止审批进入武汉
的市际包车客运业务。

严格管控营运车船驶离武汉。
所有在武汉的营运车船，要严格按照
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部署安排，
督促司乘人员配合当地落实体温检
测、营运车船消毒、通风等防控措施，
严禁载客驶离武汉。

交通运输部：

暂停进入武汉的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发班

据新华社日内瓦 1月 22 日电
（记者刘曲）22日晚，世界卫生组织
专家通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治有关情况时指出，当前防控工作重
点是控制人际传播，并减少近距离接
触导致的二次感染。

世卫组织新型传染病和动物传

染病代理负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
弗介绍说，对于感染源是否是动物以
及可能有哪些动物，目前还在调查
中。新型冠状病毒的人际传播能力
仍未可知，但已知可通过近距离接触
传播，如在家庭成员之间和医疗机构
中传播。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
尔·瑞安说，世卫组织各部门已全面
启动疫情应对行动，当前工作重点是
控制人际传播，减少近距离接触导致
的二次感染，预防可能导致病毒快速
扩散的事件，以及预防病毒进一步跨
国传播。

世卫专家：

控制人际传播是目前防控重点

教育部印发通知

寒假期间不定期
对校外培训机构重点巡查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记者23日从教育部
获悉，根据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加强寒
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将加强巡查监管力度，联合市场监管、公
安、消防等部门，在寒假期间不定期对培训机构集
中的热点区域进行重点巡查。

根据通知，在巡查中一旦发现培训机构无
证无照经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超前超标培
训、加留作业等违规培训行为，坚决予以严肃
查处。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将联合市场监管、金融、公
安等部门，加强对培训机构预收费的管理。同时，
加强对培训机构资金使用情况的管控，提前制定
工作预案，如发现培训机构资金流异常，要果断采
取措施，防止机构突然跑路，伤害群众利益。

“强化政策宣传引导，让学生家长充分了解
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相关政策，提高家长
的防范意识和鉴别能力，防止陷入一些违法违
规培训机构套路骗局。”通知称，要引导家长合
理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增加体验传统节日的
活动，理性选择参加校外培训，让孩子度过一
个有意义的寒假。

此外，各地还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查处
群众投诉并及时反馈通报，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形
成全社会共同推进培训机构规范发展的合力。

辽宁检察机关依法对
云光中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最高检23日消息，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
云光中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
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辽宁省大连市人民
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
云光中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
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云光
中利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常委、满
洲里市委书记，鄂尔多斯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市
长、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治区
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IV期原发性肺癌
中国治疗指南（2020年版）发布

新华社北京1月23日电 （记者李斌 林苗
苗）原发性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
性肿瘤。为及时反映国内外IV期肺癌治疗的新
进展，进一步规范和提高我国IV期肺癌的治疗水
平，改善患者的预后，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
在《中国晚期原发性肺癌诊疗专家共识（2016
年）》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制定了《IV期原发性肺
癌中国治疗指南（2020年版）》，近日全文发表在
《中华肿瘤杂志》2020年第一期上。

“IV期肺癌占到肺癌患者的一半以上，这是
中国第一次发表针对IV期肺癌的治疗指南。”牵
头制定指南的专家组组长、国家癌症中心副主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教授说，

“指南全面反映了近年来IV期肺癌诊断和治疗的
最新进展，包括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抗血管
生成药物治疗、支持和姑息治疗等。”

指南包含临床表现、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实
验室检查、影像检查、内窥镜检查等）、病理诊断、
分期、治疗、IV期肺癌患者的随访等七部分。

《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报告》显示，
2015年中国肺癌新发病例约78.7万例，死亡病例
约63.1万例。由于侵袭性高，缺乏有效的早期发
现手段，导致中国大部分肺癌患者就诊时已是IV
期。化疗是治疗IV期肺癌的基石，但疗效不佳。
近年来，随着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飞速发
展，IV期肺癌的治疗理念在不断发生变化，患者
的生存情况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指南指出，病理诊断是肺癌诊断的金标准，基
于遗传特征的分子分型使IV期肺癌的治疗步入
了个体化分子靶向治疗时代，2015年世界卫生组
织发表了新的肺肿瘤组织学分类，其中一项最主
要的变化就是在IV期肺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策
略中强调了分子遗传学的作用。

措施进展如何？

百姓日常生活与物资供应如何？

医疗资源与救治能力如何？

全国各地如何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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