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央視報道，經過軍隊支援湖

北醫療隊扎實細緻、緊張有

序的準備工作，武漢火神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專科醫院開始正式

接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患者。火神山醫院副院長徐迪雄在

接受央視連線訪問時表示，火神山醫院的目標是：治癒率最高，死亡

率最低，醫護人員零感染，收治患者零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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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山醫院收首批患者
3-5天可滿負荷運作 10餘專家坐鎮應對疑難重症

再增2000醫護援鄂 中央要求提高收治率治癒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央視網消息，為加大
收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患者力度，武漢市
正式在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等處新建三所「方艙醫
院」，屆時將新增3,400張床位收治輕症患者。
武漢市自去年底爆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以來，為解決現有醫療資源不足與患者日益增多的矛
盾，先後採取了改造定點醫院、新建火神山和雷神山
應急醫院等舉措。

收治輕症患者
3日晚，武漢市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再次決
定，分別在該市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和武漢國際會

展中心建設三所「方艙醫院」，共計設置3,400張床
位，用於收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輕症患者。如
果入住患者病情轉重，將進行轉院診療。
據悉，「方艙醫院」一般由醫療功能單元、病房單

元、技術保障單元等部分構成，是一種模塊化衛生裝
備，具有緊急救治、外科處置、臨床檢驗等多方面功
能，在各種應急救治、部隊野戰醫院等領域廣泛使用。
4日凌晨，記者在洪山體育館看到，儘管天還未

亮，但這裡已經是燈火通明，不少工作人員按照六人
一組，不斷從外面抬着醫療床進場，館內訓練場上數
十人正在緊張忙碌地進行組裝，比賽場地上工作人員
正在清理場地。

調集20家方艙醫院支援
國家衛健委昨日透露，從2月3日開始，在內地動用

了應急儲備方艙醫院，在內地23地區的方艙醫院當
中，調集了20家方艙醫院，從當日開始陸續到達武
漢，支援集中收治、徵用的設施，以及輕症患者的診
療工作。當日從內地陸續調集了1,400名護士到武漢看
護這些患者，從中國CDC（中國疾控中心）、中國科
學院、廣東省CDC（廣東省疾控中心）調集了三個移
動P3實驗室。通過P3實驗室，這些方艙醫院和護
士，主要補充到疑似、輕症的區域負責患者的診療和
檢測。「希望通過這些綜合舉措，做到患者應檢盡
檢，應收盡收，應治盡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昨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主持召
開領導小組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滬寧出席。
會議指出，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
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並對加強疫情防控工作作重
要講話。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
到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會議精神上來，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
要的工作來抓，真抓實幹，把落實工作抓實抓
細，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堅決打贏疫情防
控阻擊戰。

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
會議指出，湖北省特別是武漢市仍然是全國疫

情防控的重中之重，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癒率，降低
感染率和病死率。進一步擴大床位供給，徵用一
批酒店、場館、培訓中心等用於集中收治疑似病
例、輕症患者或觀察密切接觸者，將部分三級綜
合醫院轉型為定點收治醫院。調集一批應急方艙
醫院、再增加2,000名醫護人員支援湖北，當晚到
位。集中優勢力量，調派高水平醫護團隊整建制
接管重症救治醫院或病區，配齊搶救設備和防護
物資。擴充基層首診醫療力量。合理安排醫護人
員輪休，保障醫護人員身體健康。提高檢測確診

能力，縮短檢測時間，從全國疾控系統調派檢測
力量支援武漢，允許符合條件的第三方檢測機構
開展核酸檢測。優化診療方案，將臨床行之有效
的治療措施納入診療規範，加強中西醫結合，提
高臨床救治有效性。

確保生活必需品供應
會議指出，要堅決把醫療救治和防護資源集中

到抗擊疫情第一線，同時確保生活必需品供應。
加強統籌協調，壓實地方責任，推動醫用防護
服、口罩等企業加快復工達產，最大限度發揮生
產潛能，多種方式擴大產能。對進口醫療物資符
合相關標準的，要抓緊投放使用。做好重點醫療
防控物資分類使用科普宣傳。保障各地生活必需

品正常供應。協調重點企業特別是央企增加生活
必需品生產。保障交通網絡暢通，盡快打通部分
被阻斷道路，及時解決跨區域調運中遇到的問
題，提高物資分撥效率，保障市場供給。
會議要求，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要完善醫療資

源供需精準對接機制，根據各地特別是湖北省疫
情防控需要，進一步統籌做好醫療防控重點物資
日調度，各部門要各司其職，主動作為、通力配
合。加強交通錯峰調度，避免節後人員返程大量
集中出行。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
強領導下，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
準施策，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領導小組成員丁薛祥、黃坤明、蔡奇、王毅、

肖捷、趙克志參加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通訊員 向長
江、胡琛、駱良 武漢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
獲悉，截至2月4日中午12時，中建三局承
建、武漢地產集團參與實施的雷神山醫院項
目進展順利，其中隔離病房區完成總體工作
量的85%，箱式板房已吊裝完成2,901間，完
成率達96.5%。
雷神山醫院位於武漢市江夏區，總建築面

積約7.5 萬平方米。其中，醫療隔離區約
51,000平方米，病床增至約1,600張。醫護生
活區約9,000平方米，可容納2,000餘名醫護
人員。

承建方中建三局昨日下午對外發佈稱，
截至2月4日中午12時，雷神山醫院隔離病
房區完成總體工作量的85%，3,005間箱式
板房已吊裝完成2,901間，完成率96.5%。
地板膠施工完成至1,100間，衛生間貼磚完
成300間，房間內安裝及裝修同步施工；醫
技樓鋼結構安裝基本完成，屋面板安裝基
本完成；液氯加藥間、垃圾處理站、液氧
站、正負壓站房、垃圾暫存間等設備基礎
完成，污水處理站設備吊裝完成，管道安
裝完成 80%；正負壓站房設備吊裝完成
50%。

中國各地疫情最新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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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截至4日24時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各國及地區
確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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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三所「方艙醫院」
武漢增3400張床位

昨日9時30分，在軍隊醫護人員的陪
護下，由武漢市定點收治醫院轉診

而來的部分患者緩緩走進病房，一些身體
虛弱的患者則或乘坐輪椅或躺在病床上被
推進病區。截至到晚間22時，已接收45
名患者。

每個病房2張病床
每個病房設有2張病床，有獨立的衛生間
和盥洗室，通風、取暖設備運行正常。患
者被褥已被提前鋪好，洗漱用品一應俱
全。床邊擺着醫療設備，牆上掛着液晶電
視，中間立着空氣凈化消毒機。靠窗處，
設置了帶有紫外線消毒功能的傳遞窗。
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醫護人員進駐火神
山醫院後，通宵達旦與醫療設備生產廠家
安裝、調試儀器設備，並連夜與施工方清
理維護病區環境衛生。
「我們全力做好患者收治的醫療、物
資、防護等各項準備工作。2日下午，部
分醫療隊抵漢後即趕赴醫院熟悉醫療流
程、整理物資器械。3日上午，我們又組
織部分醫護人員進行了接收推演。」武漢
火神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專科醫院院
長張思兵說，「為了科學施治，我們從患
者入院到細心診治，都有着一套嚴格的規
範流程。」
醫技樓內，CT、X光、超聲等大型設備

已安裝調試完畢。醫院的耗材倉庫內，醫
療隊隊員宋鵬飛正帶人清點130餘種醫用防
護用具。宋鵬飛介紹，耗材倉庫旁邊的藥
材倉庫，存貯着180餘種防疫藥品。
為了提高科學施治質量，在收治病人

前，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醫護人員預先進
行了嚴格的培訓和考核，明確醫護人員
「不達標不上崗」。同時，醫院還安排
10餘位感染病、呼吸、重症醫學等專家
「坐鎮」，確保疑難重症患者在診斷時能
「一錘定音」。
患者被收治病房後，全身嚴密防護的醫

生帶着護士開始逐間查房，詳細詢問每個
患者的病情，並給呼吸不暢的患者通上了
氧氣。昨日起，他們將在隔離區內接受軍
隊支援湖北醫療隊的全面診治。

大型設備調試完畢
徐迪雄表示，隨着病房條件調試完畢、

驗收完畢，可以展開床位一千張，負荷量
應該在三至五天之內可以達到既定的規
模，目前的收治安排是，先考慮輕症病
人，條件容許以後再收治重症。按照普通
病人的收治標準，火神山醫院的床醫比是
1：0.4，床護比是1：0.6。「這次，普通病
房比率是參照一般的比例配置，但是我們
的重症病房，配備的比例是提高的，醫生
護士配的是很強的。」

雷神山醫院隔離病房區將建成

疫情大數據
死亡率：

截至3日24時，內地確診
病例病死率為2.1%，湖北
省死亡患者佔內地97%。

湖北省確診病例的病死率
為3.1%，武漢確診病例
病死率是4.9%。

除湖北省外，其他省份的
病死率0.16%，絕大多數
是輕症。

死亡病例以男性為主，男
性佔 2/3，女性佔 1/3。
80%以上都是60歲以上
的老年人，75%以上是有
一種或以上的基礎疾病，
大多與心腦血管疾病、糖
尿病，還有腫瘤等基礎疾
病有關。

住院時間：

內地住院患者住院的最短
時間是海南省5天，最長
的是廣東省12.75天。

除湖北以外，內地出院患
者的平均住院日是9天多
一點，湖北省平均住院日
是20天。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武漢市新建三所「方艙醫院」，屆時將新增3,400張
床位收治輕症患者。 新華社

■■昨日昨日，，武漢火神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專科醫院開始正式接診新型冠狀武漢火神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專科醫院開始正式接診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患者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患者。。火神山醫院的目標是火神山醫院的目標是：：治癒率最高治癒率最高，，死亡率最死亡率最
低低，，醫護人員零感染醫護人員零感染，，收治患者零投訴收治患者零投訴。。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