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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鲁畅）记
者5日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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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大限度降
低疫情传播风险，压实“四方”责任，落实

“四早”要求，在继续落实现有防控措施基
础上，北京出台进一步加强疫情外控内筛
四项措施。

一是对所有来（返）京人员，在继续坚持
原有管控措施基础上，进一步严格落实个人
防疫主体责任，抵京前或抵京后12小时内
利用“京心相助”向所在社区（酒店、单位、
村）等报备；抵京24小时后、72小时内开展
1次核酸检测；返京后7日内不聚餐、不聚
会、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提倡单位要求职
工返岗前48小时内加做1次核酸检测，检
测阴性结果未出之前采取居家办公。

二是在原有“10+3”重点行业人群核酸
筛查基础上，增加养老机构、学校、进口货物
3类重点行业人群筛查，每周至少开展1次
全员核酸检测，可采取工作日每日20%比例
开展。

三是强化物品检测要求。从近期国内
和本市多起确诊病例溯源情况看，进口非冷
链货品传播风险较高。北京市将在继续严
格落实进口冷链食品常态化监测基础上，对
所有进口货物如进口配件、水果、服装及国
际邮件等，定期开展检测。

四是对于集中隔离人员，在集中隔离初
期第2、3、5天进行抗原自测，第1、4天进行
核酸检测；对于封控区、管控区人员，在开展
区域人群筛查初期第2、3、5天进行抗原自
测，第1、4天进行核酸检测；对于防范区人
员，在开展区域人群筛查初期第2、4、5天进
行抗原自测，第1、3天进行核酸检测。

据悉，4月4日16时至5日16时，北京
市朝阳区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
例。目前，相关部门已对该病例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踪，对涉及的风
险点位进行排查，对各类风险人员实施分
类管控。

北京出台四项措施进一步加强
外控内筛

进口货物等行业人员
每周全员核酸

疫情高位运行 形势极其严峻

数万医护八方驰援同心守“沪”
连日来，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数万名医护人员快速抵达上海，立即投入紧张忙碌的疫情防控工作，他们有

的在方舱医院救治病患，有的在社区街道核酸检测……“哪里需要就去哪里！”

当前，上海的疫情还在高位
运行，形势极其严峻。4月4日，
上海单日新增阳性感染者数量突
破1万例，总数达到了13354例。
3月以来的这波疫情，上海累计报
告阳性感染者超过7.3万例。

一方有难，八方驰援！这两天
的上海虹桥火车站“铁流滚滚”，十
余趟高铁列车将来自于武汉、天
津、山东、南昌等地的数千名医护
人员和医疗物资运抵上海。仅3
日至4日，华东空管局就保障上海
虹桥、浦东两大机场接收来自7个
省市和部队援沪医疗队包机航班
26架次。河南医疗支援队以每10
分钟1架次密集编队从郑州飞抵
上海虹桥机场。

“我们4月2日晚上接到任
务，立即选派医护人员集结队伍，
做好准备，3日就抵达上海了。”
山东省泰安市中心医院护理部副
主任亓琴说，全院派出60名医护
人员，分别来自呼吸、重症、中医、
院感等多个科室。

本次支援上海的医疗队中，
有不少医护人员曾经多次参与抗
疫支援任务。

武汉金银潭医院南区重症监
护室护士长程芳说：“接到医院通
知要支援上海，我第一时间报了
名。当年，上海也是第一批支援
我们的。”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滕涛说：

“我们医院来的28名医护人员
中，有的支援过武汉抗疫，有的支
援过青岛抗疫，都是最有经验的
精锐力量。”

“2020年，我在湖北奋战了
58天，当时对病毒还有很多未知
和不确定。”山东省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副主任护师高鸿翼对记者
说，“随着我们对病毒认识的深
入，对控制传染方面的体系不断
完善，我有信心一定可以打赢变
异病毒。”

4月 4日，上海最大规
模核酸检测启动，覆盖全市
2500万人，检测现场就有不
少来自各地的援沪医疗队。

4日凌晨2时许，浙江
省援沪医疗队队员章月桃
和同事们就准备从浙江启
程。根据统一部署，台州
市中心医院的援沪队员必
须在 4日 12 点之前，完成
松江区泗泾镇9个村居民、
共计 31120 人次的核酸样
本 采 集 。 4 日 11 时 许 ，
31120 例标本采样工作顺
利完成。

一位老家杭州的上海
市民看到了来自杭州的医
疗队在社区里做核酸，忍
不住激动落泪。一位来自
武汉的医护人员，上门为
行动不便的老人做核酸，
老人双手合十连声感谢，

“这么大老远跑来帮助我
们，真的谢谢！”

4日清晨，位于崇明区的
花博园复兴馆方舱医院开舱，
接收首批轻症和无症状感染
者。这一方舱医院共分4个区
域，有2700多张床位。来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
华医院的医疗队和安徽省援
沪医疗队联合入驻。

收治前，来自安徽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疗队员朱
明华现场安排患者收治工作，
明确收治流程。“必须要注意所
有患者可能出现的情绪。”开舱
后，一辆辆大巴将轻症患者和
无症状感染者运送至舱门口，
人员下车后进行信息登记并入
住，医护人员一对一确认有无
基础疾病和症状、是否有疫苗
注射史等信息，再采取下一步
的救治和护理措施。

59岁的后勤管理人员费
永秀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开舱后，她和另2名
同事带领着50多位工勤人员
忙碌在舱内，处置医疗废弃
物，并帮助医护人员疏导患者

情绪。“工勤人员必须和
医护人员紧密配合，能

多做的就多做一点。”费永秀
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上海的
病人治疗、照顾好，还要把我们
的队员一个不落地带回家。”安
徽援沪医疗队队员周翠梅说。

在花博园复兴馆方舱医院
之前，上海已将闵行体育馆、嘉
定体育馆、世博展览中心、新国
际博览中心等多个体育场馆或
会展中心改建成方舱医院并投
入使用。其中，新国际博览中心
是迄今上海规模最大的方舱医
院，设计床位超15000张。来自
天津、湖北和江西的医疗队近日
将入驻并参与收治工作。

并肩战斗，同心守“沪”。
记者留意到，不少山东援沪医
疗队队员的背包上挂着红色中
国结，格外醒目。“这个中国结
是我们出发前的约定，我们齐
心协力击退病毒，也将好运带
给上海！”

（新华社上海4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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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康莱尔血液透析中心是
一家民营医疗机构，4月1日，长
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发布公告，将其增设为“黄
码”专科医疗机构，专门为隔离和
封控区的透析患者服务。

据长春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长春市多家综合医院
可进行透析治疗，下一步，还将继
续挖掘资源，进一步缓解血液透

析床位不足的现状。3月26日，
&quot;黄码&quot;专科医院吉
林国健经开妇产医院开始接诊，4
月5日凌晨，接诊后的第52个婴
儿呱呱坠地。&quot;新生代表
希望，愿吉林早日战胜疫情。
&quot;吉林国健经开妇产医院
院长李杰说。

（据新华社长春 4月 5日电
记者赵丹丹）

吉林疫情发生后，全省医护人员精锐
尽出，冲在抗疫一线。与此同时，留守在“大
后方”的医护人员日夜坚守，“黄码”医院、
“绿码”医院迅速设立，急诊“绿色通道”、患
者缓冲病房、“3+X”大急诊综合疗区不断完
善……切实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群众日常就
医需求。

吉林设“黄码”“绿码”医院保障群众日常就医

吉林大学三家附属医院是吉
林省综合实力最强的医院，疫情
发生后，共派出近4000名医护人
员，冲在抗疫最前线。与此同时，
三家医院勇挑重担守好“大后
方”，全员上岗、闭环管理，撑起急
危重症患者的救治重担。

24小时，急诊的繁忙片刻不
减，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疾步
如飞。为了保证院内患者安全，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设立了“3+X”
大急诊综合疗区模式，内科、外
科、儿科的急诊患者先在临时设
立的综合疗区进行过渡治疗，5至

7天确保绝对安全后，再转入常规
疗区进行专科治疗。

疫情期间，吉林大学第二医
院始终保证门（急）诊正常开放，
共完成90余例急危重心血管疾病
手术、200多例冠状动脉介入手
术，收治急危重孕产妇453人次。

疫情以来，吉林大学附属三家
医院累计门（急）诊患者数量达34万
余人次，住院患者近20万人次。“甘
于奉献、救死扶伤的白求恩精神，一
直是吉林大学所弘扬的，疫情当前，
所有医护人员义不容辞。”吉林大学
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吕国悦说。

吉林疫情发生后，阳性感染
者人数不断上升，伴随大量的密
接人员、封控人员，这类人群具有
一定的疫情传播风险，无法正常
就医。为此，吉林省首次启用了

“黄码”医院。
3月10日，作为长春市第一

家“黄码”医院，长春市第二医院
正式开诊，当天即接诊百余名患
者。3月11日晚，“黄码”医院接
到了一个来自封控社区的求助电
话。电话中，一名已怀孕39周的

孕妇出现“胎儿窘迫”症状，急需
就诊。长春市第二医院立即启动
手术预案，长春市妇产医院专家
同时准备远程会诊。经过紧急剖
宫产手术，一名6斤多重的健康女
婴在“黄码”医院出生。

急性心梗、脑卒中、心力衰竭
……开诊以来，长春市第二医院
已累计接诊各类患者 8000 多
人。近日，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
院北湖院区新增为“黄码”医院，
收治能力再次提升。

“绿码”三甲医院 急危重症患者的“救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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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春市九台区，工作人员将名字写在防护服上。 新华社发

“黄码”综合医院 隔离封控人员的“定心丸”

“黄码”专科医院 特殊人群的“护心丸”

应急管理部：

清明假期全国安全形势
总体平稳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刘夏村）记者5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19时，清明假期
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
全事故和自然灾害。

据介绍，清明假期期间，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
接警出动16.99万人次，参与各类灭火及抢险救
援等任务1.36万次，营救疏散群众1792人；森林
消防队伍出动4010人、7架直升机在82处重点林
区实施靠前驻防；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出
动523队次、2215人次，对410家企业开展预防
性检查、重大危险源靠前防范等工作。

清明节假期期间

各地网络祭扫人数
比去年同期增长192%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高蕾）记者5日
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清明节假期期间，各地累计
接待现场祭扫的群众175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
降74%；进行网络祭扫的群众2156万人次，比去
年同期增长192%；疏导车辆367万台次，比去年
同期减少71%；参与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103万
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5%。

4月5日是清明节假期第三天，当天全国各地
开放现场祭扫的殡葬服务机构21795个，接待现
场祭扫群众597万人次，疏导车辆119万台次，参
与服务保障的工作人员37.5万人。各地殡葬服
务机构开通网络祭扫平台1523个，进行网络祭扫
的群众856万人次。

随着清明节假期的结束，群众集中祭扫活动
已接近尾声，后续一段时间仍会有部分群众进行
祭扫活动。民政部表示将继续指导各地民政部门
和殡葬服务机构认真落实祭扫场所疫情防控要
求，强化安全管理，严防聚集感染、拥堵踩踏等事
故发生，实现健康祭扫、安全祭扫、文明祭扫。

海峡两岸清明共祭
中华人文初祖轩辕黄帝

据新华社西安4月5日电（记者蔡馨逸）4月
5日，壬寅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延安
黄陵县黄帝陵举行。典礼通过视频直播、线上线
下联动、开设网上祭祖平台等方式，缅怀初祖、凝
心铸魂。

今年的典礼通过电视和多个网络平台进行直
播，并与台湾遥祭视频连线点同步举行公祭典
礼。在“中华云祭祖”网络平台，无法亲临现场的
炎黄子孙可以“云游”轩辕黄帝陵，了解公祭黄帝
历史沿革和公祭仪程，虚拟体验点烛、献花、在黄
帝手植柏悬挂祈福卡片等祭祖仪程，表达“心香一
炷祭轩辕”的拳拳赤子情怀。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陵是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奉祀
传统，自汉代起就开始了在黄帝陵祭祀的活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章舜
粤说，黄帝和黄帝陵是中华儿女表达爱国之心、报
国之情、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清明公祭黄帝典礼
成为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情感纽带。

4月5日清明节，不少人来到户外踏青游玩，
感受美好春光。图为小朋友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
县茅坪镇望江公园玩耍。 新华社发（王辉富 摄）

清明踏青

一季度国家铁路
发送货物9.48亿吨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记者樊曦）记者5日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季
度，国家铁路完成货物发送量9.48亿吨，同比增
加2587万吨、增长2.8%。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一季度，铁路货
运需求十分旺盛，保持高位运行。根据各地疫情
防控需要，铁路部门加大防疫物资运输组织力度，
开行中央供港物资班列 35列，运送各类物资
1384吨；积极承接“公转铁”货源，满足企业原材
料、成品运输需求；精心组织化肥、农药、种子等春
耕物资运输，开辟绿色通道，做到快装快运、不误
农时，累计发送涉农物资4379万吨、同比增长
8.8%；继续实施电煤保供行动，发挥大秦、浩吉、
瓦日铁路等主要煤运大通道作用，发送电煤3.5
亿吨，同比增长6.5%。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保障国际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畅通。中欧班列开行3630列、发送35
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7%、9%；西部陆海新通道
班列发送17万标箱，同比增长56.5%；中老铁路
发送进出口货物26万吨，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加
速构建中国至东盟便捷物流通道，提升了运输时
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惠及了更多企业。

海报：驰援上海。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