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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就關心愛護參與疫情防控工作的醫務人員專
門作出重要指示，強調醫務人員是戰勝疫情的中堅力量，務必高度
重視對他們的保護、關心、愛護，從各個方面提供支持保障，使他
們始終保持強大戰鬥力、昂揚鬥志、旺盛精力，持續健康投入戰勝
疫情鬥爭。
習近平強調，指揮調度、後勤保障要科學到位，對醫務人員紓緩

壓力、生活保障、必要休整、精神鼓勵務必及時加強落實，一定要
保證在湖北（武漢）醫療隊伍安全有序、統籌協調、有力有效、及
時迅速開展工作。

全國已派3萬餘醫護援鄂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廣大醫務人員夜以繼日、連續奮戰，有
醫務人員不幸被病毒感染，有的甚至獻出了生命，體現了醫者仁心

的崇高精神。習近平多次主持召開會議、發表重要講話、作出重要
指示，給全國特別是湖北和武漢奮戰在疫情防控一線的醫務人員送
去黨中央的關懷。他在北京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時親切慰問廣大
醫務人員，並就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作出部署、提出要
求。
根據黨中央部署，全國29個省區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軍隊系
統已派出3萬餘名醫務人員馳援湖北（武漢）。

習近平：務必高度重視對醫務人員的保護關愛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師傅，

您今天身體還好吧？家裡還有幾個人？」拉網式排

查首日一大早，武漢市蔡甸區茂源社區幹部李瑜就

上門進行拉網式排查，李瑜量完體溫後，反覆詢問

居民一家人身體及防疫物資情況，了解近期是否出

門，有無和「五類人員」接觸過。武漢市自17日

起，開展為期3天的拉網式大排查，市委書記王忠

林更要求「不能不當回事，人命關天，如果再發現

一例，就拿區委書記、區長是問。」

中國各地疫情最新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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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確診數字

全球累計
確診病例

全 球 75,301

亞 洲 74,594
香 港 63
澳 門 10

歐 洲 47

北美洲 23

大洋洲 15

非 洲 1

註：截至19日24時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昨日新增
1,756
18日新增
1,895
17日新增
2,060

累計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

7474,,284284
現存疑似病例現存疑似病例

55,,248248
死亡病例死亡病例

22,,009009
治癒病例治癒病例

1414,,938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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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諸島

武漢收治和隔離數據
現有確診：38,020例（危重1,517，重症8,045）

累計治癒：4,895例
累計病亡：1,497例

醫院
定點醫院：56家
計劃床位：30,000張

已用床位：20,572張（19日再提供1,464張）
方艙醫院：15家
計劃床位：30,000張

已用床位：8,563張（19日再提供1,814張）
隔離點

計劃床位：90,000張
已用床位：27,059張（19日再提供42,964張）

註：截至18日24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

鄂一線醫護連續工作禁超一個月

救治關口前移 免輕症轉重症

■■武漢市蔡甸區社區幹部對居民進行測溫武漢市蔡甸區社區幹部對居民進行測溫
排查排查。。 香港文匯報通訊員孫克亮香港文匯報通訊員孫克亮 攝攝

■武漢市漢陽區一小區實行封閉管理，禁
止居民外出。

香港文匯報通訊員
程逸飛 攝

■湖北近日發佈措施，以改善醫務人員休息條件。
圖為廣東省支援荊州醫療隊在救治患者。 新華社

武漢市各
區在拉

網式排查的
前兩天，都

加大排查力度，武昌區中南路街道百瑞景社區黨委
書記王涯玲透露，該社區至18日晚已經排查了
8,144戶，完成了進度的96%，19日的最後一天還
有幾百戶要排查。之前的排查方式是電話排查，但
是這次是採取挨家挨戶上門排查的方式，對於不接
受排查拒絕開門的居民，會記錄下來，再去敲門排
查，直到聯繫上為止，做到不漏一戶，不漏一人。

要做到百分百排查
蔡甸正街書記蔡子琴表示，此次拉網式排查將做
到百分之百上門、百分之百登記和百分之百將五類
人員情況摸清，通過嚴密的排查，做到應收盡收、
不漏一人。
武漢市礄口區一大型小區昨日向居民公開發熱樓
棟的情況顯示，該小區有21單元有居民發熱情況出
現，但是發熱患者已經全部被轉運至對應的方艙醫
院和集中隔離點。

封閉管理仍存漏洞
不過，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在執行拉網式排
查的同時，武漢各社區的24小時封閉管理依然存在
漏洞。武漢市14日晚下發通知，明確對住宅小區的
封閉管理措施，要求全市小區只留一個出入口，24
小時派人值守，小區普通居民一律不得外出，外來
人員不得進入。
當地官媒19日對開放式老舊社區封閉管理的暗訪

視頻卻顯示，武漢市一老舊社區並未按照指揮部要

求打圍封閉，小區入口處只是由值守人員拉起一根
繩子封鎖路口，但路口不時有外賣配送人員騎電瓶
車進出，工作人員全數放行外賣配送人員，亦沒有
對進出人員進行登記和測溫。
同樣為老舊社區的武昌區首義小區，周邊有近30
個出入口，武漢市下發小區封閉管理令後，小區幾
十名義工就將大部分路口徹底封閉，僅剩2個出入
口。而新建的封閉式小區在管理上就更為嚴格，礄
口區博學仕府小區就僅保留了1個出入口，並禁止
一切非公務、抗疫的人員進出小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日，湖北發佈
關於進一步關愛和激勵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線醫務
人員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切實維護醫務人員身心健
康，明確改善醫務人員工作和休息條件、合理安排
醫務人員作息時間、加強醫務人員健康防護。在方
艙醫院或一般定點醫院工作的一線醫務人員，原則
上連續工作時間不得長於一個月；在重症救治定點
醫院的一線醫護人員，連續工作時間可適當縮短；
在集中隔離點工作的一線醫護人員，由其所在單位
結合實際情況，協調落實輪休時間。

可徵用酒店 作單人宿舍
湖北提出，各地可依法徵用醫療機構周邊酒店，
盡可能為一線醫務人員提供單人單間的休息場所，
確保其休息和隔離需要，並做好飲食、基本生活用
品等保障。
湖北各地將根據疫情防控實際，科學測算醫務人
員工作負荷，合理配置醫務人員。各醫療機構應統
籌協調外來支援醫療隊和自有醫護人員，在滿足醫
療服務需求的同時，保障醫務人員休息時間。對於
因執行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醫務人員，防控任務結
束後，由所在醫療機構優先安排補休。
湖北提出盡一切可能為各醫療衛生機構配齊防護
物資和防護設備，防護用品調配要向一線傾斜。組
織做好一線醫務人員健康體檢，有條件的要盡可能
安排CT檢查等。最大限度減少院內感染，發現醫
務人員感染及時隔離、全力救治。

心理諮詢隊 緩前線壓力
為做好醫務人員心理危機干預和心理疏導，湖北

將充分利用省高校心理支持熱線為醫務人員提供心
理支持服務。在醫療機構內部成立由心理醫師和其
他醫護人員組成的心理諮詢自助工作隊，強化心理
援助措施。開展以一線醫務人員及其家屬為重點的
心理危機干預和日常心理疏導，減輕醫務人員心理
壓力。
此外，湖北還將強化對一線醫務人員的人文關

懷。要求全省各地要組織社會力量，發動志願者或
專門人員，對一線醫務人員及其家屬開展慰問，定
期了解他們的需求和困難，積極協調解決。對有家
庭困難的一線醫務人員家屬建立對口幫扶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赴湖北
指導組連日來指導地方千方百計救
治患者，提高收治率和治癒率，降
低感染率和病亡率。指導組要求，
救治工作一定要關口前移，避免輕
症發展成重症。
為加強危重症患者和輕症患者的

救治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率中央指導組
走訪慰問一線醫務工作者，聽取醫
院專家團隊的意見建議，要求有關
部門加大保障力度。
孫春蘭說，當前醫療救治過程中

已探索出一些有效經驗，要及時總
結，形成適合醫療機構推廣的規範
流程，對重症患者要集中多學科醫
療團隊，全力以赴、努力降低危重
症病人的病亡率。

需結合中西醫作救治
目前，全國已有來自地方和部隊

的3萬餘名醫務人員馳援湖北武
漢，包括呼吸、感染、心臟和腎臟
等多個學科專業。武漢的重症專業
醫務人員達1.1萬名，接近全國重
症醫務人員資源10%。
孫春蘭指出，湖北武漢疫情防控
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但形勢仍然

嚴峻。救治工作一定要關口前移，
避免輕症發展成重症。方艙醫院、
隔離觀察點的醫療救治工作也要進
一步強化細化，中西醫結合打好救
治組合拳。
中央指導組指導督促湖北省、

武漢市進一步加強發熱病人核查
篩查，從源頭上切斷傳染源，阻
斷傳播途徑。目前，湖北省和武
漢市正在進一步強化對發熱病人
的排查核查，圍繞篩查、轉運、
收治、治療四個環節無縫對接，
優化暢通收治轉診通道，確保患
者及時轉運到相應醫療機構，實
現應治盡治。

武漢逐戶上門 詢問居民身體及防疫物資情況

排查漏網一例 問責區委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