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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潭醫院試用效果佳 有企業將免費供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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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試戴新型鼻罩醫護人員試戴新型鼻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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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湖北省人民政府16日
發佈《湖北省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強化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通告》（以下簡稱通告）指出，城鄉所有村組、社
區、小區、居民點實行24小時最嚴格的封閉式管理。
為進一步強化疫情防控，通告從屬地防控責任、城鄉

社區（村）封閉管理、車輛通行管控、重點區域管理、
居民健康全面排查、重點人群管理和服務、居民生活必
需品保障、醫用防護物資保障、環境衛生管理等15個
方面作出要求。
其中，在強化城鄉社區（村）封閉管理方面，要求城

鄉所有村組、社區、小區、居民點實行24小時最嚴格
的封閉式管理。嚴管住戶外出，藥品和必需生活物品等
可採取集中採購配送等方式進行。
在強化重點區域管理方面，要求對出現確診（含臨床

診斷）新冠肺炎病例的社區（村）、小區、居民點、樓
宇、工作場所等基層單元，堅決實行14天封閉式硬隔
離。
在強化居民健康全面排查方面，要求對所有居民開展拉
網式動態滾動篩查；加強對「四類人員」的流行病學調
查；對確認的發熱病人就近轉送至發熱門診。
在強化重點人群管理和服務方面，要求所有疑似、確
診（含臨床診斷）新冠肺炎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和不能明
確排除新冠肺炎的發熱病人，必須送集中隔離點單人單
間留觀，不得居家隔離留觀。
通告要求，實行企業復工復產報備制，未經縣（市、

區）疫情防控指揮部批准不得復工復產。
通告指出，對防控工作中不擔當、不作為、慢作為
的，對貽誤戰機、陽奉陰違、消極應付的，對因封閉管
理不嚴、防控措施不力導致疫情蔓延的，對不服從統一
調度、影響疫情防控措施落實的，一律從快從嚴追責問
責。造成嚴重後果的，實行問責「上追一級」。

湖北實施24小時封閉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琳 北京報
道）截至2月15日24時，武漢重症佔確
診病例的比例由 1月 28 日的最高點
32.4%波動下降至2月15日的21.6%。國
家衛健委宣傳司副司長米鋒16日在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表
示，近段時間以來，武漢、湖北、全國
重症病例佔確診病例的比例均明顯下
降，全國各地的疫情防控效果已經顯
現。
國家衛健委公佈的數據顯示，湖北其

他地市重症佔確診病例的比例由1月27
日的最高點18.4%下降至2月 15日的
11.1%；全國其他省份重症佔確診病例的
比例由1月27日的最高點15.9%下降至2
月15日的7.2%。

「全國各地的疫情防控效果已經顯
現。」國家衛健委疾控局副局長周宇輝
指出，隨着全國對口醫療支援力量的加
強，湖北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和落實本地
區防控措施，扎實做好確診患者、疑似
患者、無法明確排除新冠肺炎可能的發
熱患者和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分類集
中管理，使大量輕症病例得到及時救
治，減少了轉為重症的可能，為提高治
癒率、降低病死率打下良好的基礎。
當前的防疫一線在社區。周宇輝指

出，出現社區傳播疫情，必要時可以
採取相應的措施，限制人員的出入。
各地在此方案的指導下，結合疫情的
形勢，制定了適合本地的防控策略和
措施。

防控見效 武漢重症比例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 密集舉行的發佈
會，是國際社會了解中國疫情防控形
勢的一個窗口。一系列數據表明：經
過中國上下艱苦努力，疫情形勢出現
積極變化，防控工作取得積極成效。
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國際銳評」文章
指出，中方抗擊疫情是否公開透明？
事實在說話。

全世界應合作應對疫情
文章再指出，疫情突如其來，人們

難免緊張，信息公開透明是最好的穩
定劑。正是基於這一原則，中方及時
向世界衛生組織、有關國家和中國港
澳台地區通報疫情信息，第一時間分
享新型冠狀病毒全基因序列。自1月
22日以來，中國中央政府已經舉行超
過25場疫情防控相關發佈會，中方的
努力有效阻止了疫情向其他國家蔓
延。迄今，中國境外的感染數量不到
中國國內的1%。然而，美國白宮國家
經濟委員會主任庫德洛接受媒體採訪

時，指責中國抗擊疫情「不透明」。
文章進一步指出，新冠肺炎是一個

新型疾病，對它的認識了解是不斷深
入的過程，診療經驗也需要不斷積
累。在疫情防控最吃勁的關鍵階段，
中國調整確診標準並及時對外公佈，
恰恰說明信息的公開透明以及對公眾
健康的高度負責。不管庫德洛先生看
沒看到這點，或者說故意對此「選擇
性失明」，他的這點沒有根據的質
疑，已經淹沒在中國同世衛組織和國
際社會的合作之中。
文章最後強調，世衛組織突發衛生

事件規劃執行主任邁克．瑞恩14日在
記者會上明確表示，中國政府積極與
世衛組織合作，邀請國際專家，與國
際社會共享信息，抗疫努力舉世公
認，他不能認同庫德洛的觀點。他還
強調，病例數激增並不代表疫情軌跡
發生了重大變化；當前形勢下，全世
界科學家應積極合作應對疫情，而不
是對疫情進行政治化。

事實證明中國抗疫公開透明
央廣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鯤武漢報道）武漢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14日夜下發通
知，要求住宅小區一律封閉管理，一個小區
只保留一個出入口，老舊及開放式社區通過
打圍實現硬隔離，要求14日之前完成。出入
口要安排人員24小時值守，測溫登記、審核
放行。通知指，住宅小區封閉實行屬地管
理，各區根據具體情況制定管控辦法，除就
醫、防疫情、保運行等崗位人員外，其他居
民一律不得外出，小區人員出入一律測溫登
記，無特殊理由，外來人員不得進入小區。

通知並強調，封閉期間要切實加強環境衛生
整治，切實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特別是
做好特殊群體的關愛服務。
武漢市11日起開始對住宅小區實行封閉，但

每戶每3天可有1人憑居民出入卡外出採購物
資。而隨着居民囤積的物資逐漸消耗，過去兩
日，部分超市又出現排長龍、大量聚集搶購物
資的情況，聚集感染的風險再度升高，所以僅4
天後，武漢市就緊急對小區實行「硬封閉」。
武漢市礄口區一小區的物業15日一早就向

居民發出提示：通知所有人，之前「三天出
去一次」的規定全部取消，除有工作證明人
員、一線工作人員可以外出，其他居民一律
不可以外出，包括下樓鍛煉、遛狗都不可
以，如有違規者即報警處理，望大家理解。

市民劉先生表示，武漢市千萬市民已經在
家中蝸居了20多天，這個時候到超市去聚集
搶購物資，之前的辛苦都白白浪費，所以他
支持「硬封閉」。

盼官方出台保障方案
而市民楊女士在微信群中看到這一消息

時，第一反應是「菜怎麼買」。她表示，大
家都明白當前情況下，只要有一口吃的都會
堅持到最後。問題是這一口吃的，不可能再
堅持一個月，她急切希望官方要拿出保障民
眾生活物資的可行方案。
此前，住宅小區較多是通過居民自發組織

集中採購，商家配送到小區，由物業公司收
貨組織分配的方式保證物資供應。物業公司
表示，需加派專門人手處理，且加大物業工
作人員感染的風險。部分小區一周只能組織1
到2次，不夠的部分由民眾自行外出採購。

武漢社區硬封閉 民眾憂難購物資

一線熱點

◆全國首兩例逝者解剖獲新冠肺炎病理
在國家法律政策允許下，並徵得患者家屬同意，2月16日凌晨3時許，全

國第1例新冠肺炎逝世患者的遺體解剖工作在武漢金銀潭醫院完成，並成功
拿到新冠肺炎病理。
在同一日18點45分，全國第2例新冠肺炎逝世患者的遺體解剖工作也

在金銀潭醫院順利完成，這兩具解剖病理目前已被送檢。由解剖獲得的新
冠肺炎病理，對於探索新冠肺炎患者臨床的病理改變，疾病機制等有重大
幫助，並能從根本上尋找新冠肺炎的致病性，致死性，給未來臨床治療危
重症患者提供依據。

◆台灣現首個死亡病例
台灣地區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6日晚召開記者會介紹，台灣新冠肺炎新

增2例確診個案，確診病例累計20例。其中一例確診病例已死亡。
據介紹，兩例新增確診個案中，一位為台灣中部60多歲男性，患有乙型

肝炎及糖尿病，1月27日出現咳嗽症狀，2月3日因呼吸急促就醫，診斷為
肺炎並進入負壓加護病房治療，於2月15日因肺炎併發敗血症死亡。死亡
後保留部分檢體進一步檢驗確診為新冠肺炎。指揮中心官員表示，該名患者
生前從事出租車業務，由於該病例未曾離開台灣，也不是之前確診病例的已
知密切接觸者，相關部門正在調查確切的感染途徑。第二例新增確診病例為
該位已故病人的男性家屬，已收治入負壓隔離病房。

資料來源：新華社及央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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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

璟 上海報道）僅僅3日，誕

生於武漢金銀潭醫院的「上

海發明」，就從圖紙變成了

戴在醫護人員臉上的防護用

品，這款新型「一次性醫用

防護鼻罩」將為一線醫護再

添一道保護屏障。香港文匯

報記者16日從復旦大學附屬

中山醫院獲悉，由上海研發

團隊設計的「新型鼻罩」可

以讓一線醫護在就餐飲水時

佩戴，並達到防護呼吸道感

染效果。目前，該產品已申

請國家知識產權局實用新型

專利，並投入量產，預計最

高產量可以超過1萬個/天。

截至發稿，首批鼻罩已經送

往武漢金銀潭醫院呼吸科一

線醫護人員手中進行試用。

有生產公司還表示，抗疫期

間所產鼻罩將免費提供給一

線醫護使用。

「我們每天面對的都是大量使用呼吸機
的危重患者，如何在繁忙工作中做

好防護是我一直在默默思考的問題。」 1月
24日除夕夜，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呼吸
科副主任蔣進軍作為上海市援鄂醫療隊隊
員奔赴武漢前線。在救治病患的同時，他
也一直在關注醫務人員的合理防護。

受醫用外科口罩啟發
「我發現醫務人員由於工作時間比較

長，一日三餐都在醫院解決，還要經常喝
水，在進餐和飲水時就會脫下口罩，時間
從數分鐘到數十分鐘不等。」蔣進軍表
示，醫務人員無法一邊吃飯一邊戴防護品
或口罩進行防護，但這種短暫的「停歇」

存在很大的暴露危險，會給病毒可
乘之機。

由於目前一線仍缺乏醫務人
員在病房就餐區就餐時的呼吸
道防護產品，為此，蔣進軍和
後方中山醫院教授宋元林協

商，邀請醫生陳淑靖與畢晶迅速組建了四
人研發團隊進行研究和探索。他們受到醫
用外科口罩啟發，最終一款結構簡單、成
本低廉、使用方便、用後即棄的一次性醫
用防護鼻罩誕生，醫護人員可以在就餐時
佩戴，防護呼吸道感染。

已有多家企業在洽談
為驗證及完善鼻罩性能，蔣進軍將這種

鼻罩在武漢金銀潭醫院的一線醫護人員中
小範圍試用，得到了不錯的反響。在試用
基礎上，研發團隊進一步改進和完善設
計，並已於2月10日成功提請國家知識產
權局實用新型專利申請。12日，中山醫院
招募願為醫護提供防護鼻罩的企業。3日
後，上海羅萊家用紡織品有限公司便完成
了2次打樣，調節產品規格滿足醫護需求，
並完成專利許可合作簽約。
2月16日，工廠料以1萬個/天的速度量

產，為武漢以及全國的白衣衛士在醫療場所
進餐飲水提供防護。生產方上海羅萊與上海

宏隆兩家公司均表示抗疫期間趕製的新型鼻
罩全部免費捐贈給一線醫護。後續還將有更
多企業進入該成果轉化項目的洽談與合作。
「目前已經有多家企業在進行項目洽

談，希望能夠助力投入生產，盡快提供更
多的鼻罩。」成果轉化代理方上海容智運
營事業部總經理趙尉然表示，由於目前疫
情時間緊迫，所生產的鼻罩是參照一次性
醫用口罩級別，適用於普通環境，可適當
改善醫護人員用餐時的防護現狀，預計未
來會面臨更大的需求。而由於鼻罩生產後
與口罩一樣亦需「解析」時間（釋放化學
物質殘留），「所以我們目前都在加緊聯
繫更多廠家助力生產，最快預計下周可以
將鼻罩送出，並且產量有望一周內便從一
萬個/天增長至兩萬個/天。」
還有專家提醒，一線醫務人員如在醫院就

餐或飲水，佩戴鼻罩，盡量呼氣納食、閉嘴
咀嚼，少說話，吃飯不停頓，如條件許
可用吸管飲水或喝湯，有助於減少感
染病毒的幾率。

■新型鼻罩。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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