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公场所如何防疫？

如何正确使用消毒剂？

科学使用空调

办公场所首选自然通风，尽可能打开门窗通风换气。
使用空调时，应保证空调系统供风安全，保证充足的新风输入，所

有排风直接排到室外。未使用空调时应关闭回风通道。
室内温度调节建议不低于26摄氏度。如能满足室内温度调节需

求，建议空调运行时门窗不要完全闭合。
人员密集的场所使用空调系统时，建议优先开窗、开门或开启换风

扇等换气装置，或者空调每运行2—3小时通风换气约20—30分钟。
对于人员流动较大的商场、写字楼、地下车库等场所应加强通风换气，

建议每天营业结束后，空调系统新风与排风系统应继续运行一段时间。

发现病例时，马上停用空调

当场所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立即关停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活动区域对应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在当地疾控部门的指导下，立即对上述区域内的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进行强制消毒、清洗，经卫生学检验、评价合格后方可重新启用。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消毒应符合《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清洗消毒规范》（WS/T396—2012）的要求。

办公场所消毒有重点

电梯的按钮、门把手、手动的水龙头、公用电话，是重点要消毒的地方。
地面、台面，有条件的可以适当增加清洁和消毒频次。每天定期消

毒，并做好清洁消毒记录。
确保办公场所内洗手设施运行正常，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有条件时

可配备感应式手消毒设施。工作人员随时进行手卫生。洗手或使用速
干手消毒剂，有肉眼可见污染物时，应用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洗手。

加强垃圾的分类管理，及时收集并清运。加强垃圾桶等垃圾盛装
容器的清洁，定期对其进行消毒处理。

注意用消毒剂对空气进行消毒时，一定是无人的环境。因为如果
是人吸入了消毒剂，或者是往人的身上反复喷洒消毒剂是有潜在风险
的，应尽量避免。

消毒剂使用原则

1.需严格遵循消毒产品说明书，按照有关规定科学合理使用消毒
剂，避免和减少消毒剂的滥用。

2.消毒产品只能用在说明书标识的对象上，不可超范围使用。
3.每种消毒剂应单独使用，不要混合使用不同种类消毒剂。
4.严格按照说明书浓度配制消毒剂，保证说明书最短消毒时间。
5.人体皮肤消毒主要针对手部等裸露部位进行，没有必要进行全

身消毒。使用消毒剂最好选用市售产品，如75%酒精、碘伏和过氧化氢
消毒液，不要自己配制消毒液进行皮肤消毒。

6.家庭要安全保存消毒剂，不要使用饮料瓶盛放消毒液体，消毒剂
要放在儿童不能获得的阴凉处。

7.在特殊场合配制和使用高浓度消毒剂，或长时间使用消毒剂时，
应穿戴合适防护用品，如防毒面罩（注意不是口罩）、防护手套（可用乳
胶或橡胶手套，不可使用棉布或棉线手套）。未穿戴合适防护用品，不
可在密闭空间内配制和使用消毒剂。

常见消毒剂中毒急救原则

大多数消毒剂中毒经过合理处置，都可以很快痊愈，仅有少数（如
大量误服消毒液，在狭小空间内混合含氯消毒剂和酸液）会造成脏器明
显损害，甚至危及生命。可采取的急救措施包括：

❶呼吸道吸入接
触者，立即脱离中毒
环境，到空气新鲜处

❷皮肤黏膜（包括眼睛）
接触者，立即使用大量流动清
水反复冲洗10分钟以上

❸口服接触者，
可口服牛奶、米粥等
保护胃肠道黏膜。

❹如果患者接触剂量较
大，或者症状持续不改善，应
立即送医院继续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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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13日通报，8月12日0时至
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9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2例（河
南17例，广东9例，云南9例，广西7例，
上海5例，四川2例，辽宁1例，山东1
例，陕西1例），本土病例47例（江苏26
例，河南14例，湖北4例，湖南2例，云
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

例1例，为本土病例（在河南）。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1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716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33例（其
中重症病例12例），现有疑似病例2
例。累计确诊病例7809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7076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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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例（其中重症病
例62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7740例，
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
病例94260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累
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141584人，尚在
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8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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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例，其中境外输入29例，本土5例
（湖北3例，河南2例）；当日转为确诊

病例33例（境外输入20例）；当日解除
医学观察13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
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499例（境外
输入391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27908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2025 例（出院 11733 例，死亡 212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63例（出院57
例），台湾地区15820例（出院13121
例，死亡817例）。

国家卫健委：

12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9例
其中本土病例47例

全国疫情信息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特约记者 许晶亮 通讯员 王伦

“新鲜山竹，10元1斤，包甜！”“自
家养的走地鸡，香喷喷！”8月 13日清
早，在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镇墟上，商
贩们久违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声音响亮
而清脆。

8月12日傍晚，琼山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公
告：云龙镇全镇区域范围内，除海口高新
区云龙产业园、云龙镇卫生院以外的其
他区域全部解除封控管理，全面复工复

产复市。
13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在云龙镇

看到，塑料隔离墩和铁栏已被移开，关卡
点也都被撤除，镇墟恢复正常开店经营。

铁门大开的农贸市场里，居民们鱼
贯而入；镇墟街口，挑着担子的农民向顾
客展示自家的产品。除了大家都戴着口
罩、自觉接受测温外，一切都与之前别无
二致。

“终于可以开店营业了。”云龙镇中
和酒家经营者陈文波说。与此同时，他
也提到：“封控管理是为了大局考虑，大
家都能理解。这片区域居民的3次核酸

检测都是阴性，我们揪着的心一下子终
于放下了。”

不远处，一家奶茶店门口排起了
队。店主吴女士正在利落地为客人制作
奶茶。

她告诉记者，得到解封的消息后，
12日晚，她迫不及待地来到自家奶茶
店，打算为第二天的营业备料、检查设
备。出乎她意料的是，店门打开后，很
快就有三三两两的市民进店选购，“来
者都是客，我们索性当晚就开始营业
了”。

一旁的云龙镇南区社区居民林先生

也主动向记者分享自己的感受：“解封
了，很开心！非常感谢广大医务人员和
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人员这段时间的付出
和努力，让我们的生活回到了正轨。”

为了庆祝解封，云龙镇云裕村村民
符玉华专门去农贸市场买了一只鸡，准
备为家人做一顿丰盛的午饭。在农贸市
场里兴致勃勃地逛了一圈，符玉华的口
罩被汗打湿了一些。她赶紧躲到没人的
角落，又换上了一个新的：“虽然眼下解
封了，但疫情防控不能松懈，我们还是要
继续做好个人防护。”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

直击海口云龙镇大部分区域解封首日：

烟火气回归“解封”不“解防”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过饮食习惯“摸”出一条线索，凭
借一条交易记录锁定一个疫点……海口
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以下简称流
调）工作人员符小晴从未想过，自己会拥
有这样的“破案”体验。

从8月1日开始，海口市疾控中心
60余名流调工作者化身“侦探”，不分昼
夜、分秒必争，只为还原两名确诊病例的
活动“地图”，摸索出疾病分布规律，确认
密切接触者，为找到传染源、切断传播路
径和各项防控部署提供依据。

查轨迹
仅凭消费记录锁定疫点

8月7日凌晨0时许，符小晴和同事
从海口云龙镇赶回城区。前一天，他们
已经在云龙镇进行流调超过 12个小
时。但现在，他们的目的地不是家，而是
下一个疑似疫点。

对于这个疑似疫点，符小晴没有太

大把握。他们手上仅有一条确诊病例
的电子消费记录，交易双方的平台昵
称、交易时间，是目前流调人员掌握的
唯一线索。

“店家昵称会不会是个店名？”符小
晴打开软件开始检索，没想到，还真有一
家便利店与昵称同名。疫点就这样被轻
松锁定了吗？

10余分钟后，流调人员赶到城区这
家便利店。但奇怪的是，通过监控录像，
大家没有寻到确诊病例的身影，交易信
息也与病患提供的对应不上。

室外，漆黑寂静；室内，一片焦灼。
所有线索回归原点。如何通过一条

消费记录还原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符
小晴和同事们再一次陷入沉思。

“会不会是店铺同名？”“有没有可能
一码共用？”……在重新梳理线索的同
时，流调人员与店主、店员逐一展开核
查。交谈中，店主透露的一条信息引起
了大家的关注。其母亲几天前曾在云龙
镇卖菜，有可能使用过便利店收款码进
行交易。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

立即拨打电话，再三确认交易信息，

一通电话让符小晴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
了下来。在确认该人员与确诊病例有过
接触后，她迅速记下对方的家庭住址，并
要求其近两天不要外出。

从便利店出来，符小晴看了看手机，
已经是凌晨2时许，她要尽快赶回指挥
中心整理轨迹信息，书写流调报告。4
小时后，天刚蒙蒙亮，她又一次整装待
发，与核酸检测采样人员一起前往云龙。

防风险
确保疫点封控无误

“出发！”8月12日上午11时，趁着
手头工作不多，海口市疾控中心职业卫
生科副科长蒙绪发临时起意，再去几个
海口城区疫点转转。说是“转转”，但他
其实是想核查疫点的当前状态。

11时许，蒙绪发与 3名流调人员
同行，来到琼山区建国路大榕树咖啡
店。根据此前公布的行动轨迹，7 月
31日，确诊病例林某某曾来这里借用
厕所，在附近购买饮品后，又到港海美
发厅进行消费。

“你看，港海美发厅和大榕树咖啡店
恰好挨着，所以这一区域现在都处于封
闭管控状态。有些距离近的商家担心疫
情影响，现在也暂时不营业了。”蒙绪发
一边查看现场封条、警戒线，一边向海南
日报记者介绍。“每个走过的疫点，我们
都会向琼山区疾控进行核实。目前，他
们已经按规范要求完成终末消毒。”

临近中午，室外温度接近34℃。蒙
绪发的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
无心顾及。

尽管这已经是他第4次来咖啡店核
查，但确保封控状态无误后，蒙绪发还不
放心。随后，他和其余几名流调人员又
来到附近商铺询问。

“有没有人回来开过门？”“这里一直
是封闭状态吗？”“期间有没有人长期逗
留？”……在得到确切答复后，流调人员
才一一离开。

回到车上，一位工作人员趁着空档
闭眼小憩。坐在副驾驶座的蒙绪发回过
头来，“午饭可能来不及了，大家克服下
困难，我们先去下个疫点核查。”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

海口疾控中心60余名流调工作者抽丝剥茧，还原确诊病例活动“地图”——

抗疫一线的流调“侦探”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昂颖 通
讯员贾啸啸）“您好，这里是心理防疫专
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8月13日，海
南12355青少年服务台资深心理咨询师
朱姝正在接听专线，声音平缓温和。

“前些天我一直在居家隔离，挺担心
自己被感染。听朋友说压力大可以拨打
这个电话，你能帮帮我吗？”电话那头的女
生小胡语气有些低落地说道。朱姝认真
地倾听求询者的诉说，待小胡停了下来，
她先通过提问的方式，对小胡进行了情绪
评估。在确定对方没有明显的抑郁情绪
和高危因素后，朱姝试着帮助求询者将

“日程”安排起来，“这些天，你可以试试通

过整理房间、锻炼身体来排解负面情绪，
也可以做一道美食来释放压力……”

自8月10日团省委开通青少年防疫
心理援助专线以来，朱姝与39名资深心理
咨询师轮流值班，成为青少年防疫心理援
助专线的主力战将，以倾听、交流、解惑等
方式为青少年提供线上心理咨询服务。

“对大多数青少年来说，诉说能使沮
丧情绪得到舒缓。”朱姝说，无论接听到什
么样的心理诉求电话，他们都会按照专业
流程，给予求询者优质、规范的心理服
务。如果问题严重，超出心理咨询师的心
理咨询范畴，将会第一时间建议求询者到
医院就诊，做进一步的医学综合干预。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刘
梦晓 通讯员王聘钊）8月13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海口市美兰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了解到，该区灵山农贸市场即日起正
式解封。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方案》（第八版）和省、海口市专家组
意见，美兰区疾控中心对灵山镇灵
山农贸市场管控区域内全体人员和
外环境进行采样检测，经“七天三
检”全员核酸检测和外环境采样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经综合评估，灵山农贸市场达

到解除封控的条件，海口市美兰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决定8月 13日零时起，对
灵山镇灵山农贸市场解除封控管
理。

据美兰区灵山镇有关负责人介
绍，解除封控管理后，市场管理方要
加强管理，严格落实人员进出查证、
扫码、测温、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
同时希望市民群众仍要高度重视疫
情防控工作，加强自我健康管理，加
快新冠疫苗接种，出行要佩戴口罩，
进出公共场所测体温、扫健康码，如
有不适及时就医。

我省开通青少年防疫心理援助专线海口灵山农贸市场解封

在云龙镇农贸市场内，有专人负责测量体温和查看健康码。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8月13日，在云龙镇农贸市场内，居民购买家禽。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