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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央赴湖北指導

組昨日在湖北武漢介紹組織開

展疫情防控工作情況。中央指

導組成員、國務院副秘書長丁

向陽介紹，當前武漢周邊地區

市州疫情，從爆發式增長已走

向趨緩，但仍要防止其他市州

成為第二個武漢。

武漢周邊疫情趨緩但仍嚴峻
湖北復工日再推遲 不得早於下月10日

昨天下午，國新辦在湖北武漢舉行第二場新聞發佈會。三位中央赴湖
北指導組成員介紹疫情防控工作情況並答記者問，他們是：中央指導組

成員、國務院副秘書長丁向陽，中央指導組成員、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連維良，中央指導組成員、衛生健康
委黨組成員、中醫藥局黨組書記、副局長余艷紅。
發佈會上，丁向陽、連維良及余艷紅等，起身為疫情中英勇犧牲的醫護人員和不幸去世的患者默哀。
「在這裡，我代表中央指導組，對一直奉獻在一線的同志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對英勇犧牲的醫務人員和

不幸去世的患者表示深切哀悼。」丁向陽說。 ■文：澎湃新聞及人民網/圖：視頻截圖

為 逝 者 默 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新冠肺炎疫情爆
發以來，香港多個建制派政團如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民建聯）及工會聯合會（工聯會），一直積極協
助及跟進滯留湖北港人返港事宜。昨日民建聯主
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及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受訪時
均表示，收到大量滯留湖北港人求助個案，正透過
開設微信群組等多渠道為他們提供協助。

工聯會6專線收集訴求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透露，迄今共收到來自內地
各省市港人近900宗求助個案，當中滯留湖北港

人求助個案達約650宗，訴求涉及希望盡快返
港、缺少必需藥物、離港太久導致工作上存在問
題等。為此，工聯會特意成立了一個微信群組，
且在內地設立6條電話專線，用以收集這些訴求，
之後將求助者情況進行梳理，分門別類地逐一跟
進。吳秋北強調，每個個案都會跟進到底。
吳秋北認為，急需藥物短缺是求助個案中最為

緊急的情況，工聯會一直持續跟進提供協助，如
聯絡滯留湖北港人的在港親屬，請他們準備好相
應藥物；其後，工聯會會與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
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溝通，協助寄

送藥物往湖北。他透露，工聯會幾乎每個星期都
會集中接觸一批求助者在港親屬並提供幫助。
至於協助滯留湖北港人返港，吳秋北坦言，現

時湖北屬疫情高危地點，基於交通管制、當地港
人分散在不同城市等種種問題，若將他們集中到
某一地點接返香港存在高風險。不過他相信，待
疫情有新進展時，特區政府會盡快接他們返港。

民建聯跟進協助返港計劃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示，迄今共

接到逾120宗滯留湖北港人求助個案，當中約60

宗是希望能夠盡快返回香港、約40宗是希望協助
處理藥品問題，另有一些求助涉及證件方面。
李慧琼稱，收到個案後已即時將求助者資料轉交

給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跟進，同時她也與局
長聶德權跟進協助滯留湖北港人返港計劃。她引述
聶德權回應指，明白一批滯留當地的港人希望盡快
返港，亦答應在落實具體接返滯留湖北港人計劃
前，會克服不同困難全力協助他們的求助。
另外，李慧琼透露，民建聯也於上個星期開設

微信群組，以方便接收滯留湖北港人求助，並為
他們提供所需的協助。

民建聯工聯會多渠道助滯鄂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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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65

亞 洲 75,045
香 港 67
澳 門 10

歐 洲 47

北美洲 23

大洋洲 15

非 洲 1

註：截至20日22時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昨日新增
404
19日新增
1,756
18日新增
1,895

累計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

7474,,680680
現存疑似病例現存疑似病例

44,,922922
死亡病例死亡病例

22,,122122
治癒病例治癒病例

1616,,72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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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諸島

湖北省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指揮部當天發佈通告指出，湖北

省內各類企業先按不早於3月10日24時
前復工，省內大專院校、中小學、中職
學校、技工院校、幼兒園延期開學。這
是湖北省第二度推遲復工日期。
從1月27日孫春蘭率中央指導組抵達
湖北武漢市算起，中央指導組在湖北已
經25天。丁向陽稱，這場突如其來的疫
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場非常戰
役，前所未有。「沒有一個冬天是不可
逾越的，沒有一個春天是不會到來
的。」

武漢非孤軍作戰
丁向陽透露，媒體發現的每一個「應
收盡收」沒有落實的問題，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都做過
批示，要求立即核實，進行救治。中央
派指導組的到來，是告訴武漢和全國人
民，武漢不是「孤島」，武漢不是孤軍
作戰。
針對當前的疫情，丁向陽表示，湖北
以外地區的新增確診病例已16連降，這
給湖北武漢的防控工作增添了信心；湖
北和武漢疫情也出現了積極變化，武漢
周邊地區從過去的爆發式增長已趨緩。

救治任務仍艱巨
丁向陽表示，武漢是疫情的風眼，
要把武漢管控好、控制住，不讓疫情

在這裡蔓延、形成風暴。此外，武漢
之外的一些市州在醫療資源、設施設
備及群眾防護意識上還存在差距。他
說：「一旦在周邊市州發生這種情
況，不堪設想。要防止其他市州成為
第二個武漢。」
他認為，疫情的下降趨勢應該不會改
變，但仍十分嚴峻，救治任務還十分艱
巨。「中央指導組將值守武漢，不去
武漢之患、不解全國人民之憂、不
獲得抗擊疫情的最後勝利，我們決
不收兵。」

幹部失職必究責
2月8日，中央指導組在武漢

發出動員令，不折不扣落實「四
類人員」分類集中管理措施，切
實推進「應收盡收、不漏一
人」。
丁向陽表示，中央指導組針對

一些幹部存在底數不清、情況不
明、救治不及時、責任不落實等情
況和問題，對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進
行工作約談，目的就是釋放失職失責必
須追究的強烈信號。
同時，深入核查群眾反映的突出問

題，發現的每一個問題都要求湖北和武
漢迅速整改。此外，組織有關方面開展
暗訪督查，推動糾正偏差，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主持召開領導小組
會議。會議部署進一步加強一線醫務人員防
護，加快藥物有效應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滬寧出席。

推措施鼓勵康復者捐血漿
會議指出，醫務人員戰鬥在一線，是戰勝疫

情的中堅力量。目前全國部分醫務人員不幸被
病毒感染，大部分在湖北且發生在2月1日
前。要全力救治受感染醫務人員，切實防止再
發生感染問題。要落實改善一線醫務人員工作
條件、切實關心他們身心健康的措施，強化醫
療機構主體責任，排查內部感染漏洞，開展全
員培訓，全面落實醫務人員防護技術指南，確
保重點崗位重點人員防護物資充足到位，對在
崗時間長的醫務人員抓緊安排輪休，落實好疫
情防控中醫務人員工資待遇、臨時性工作補
助、衛生防疫津貼待遇，加強對他們和家屬的
人文關懷。
會議指出，要在努力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

途徑的同時，進一步加強患者有效治療。近段
時間藥物篩選和應用取得積極進展。要加大效
果較好藥物向臨床一線投放使用，組織生產企
業加快生產、保障供應，出台鼓勵措施引導康
復患者提供血漿支持，推廣應用臨床有效的血
漿治療，加強多學科聯合救治，着力降低重症
患者病亡率，努力防止輕症演變為重症。

糾正阻復工不合理規定
會議審議了企事業單位復工復產疫情防控措

施指南。會議指出，當前復工復產正在有序推
進，指導企事業單位分類精準科學防控至關重
要。各地區各部門要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
發展，分區分級精準做好疫情防控，推動有序
復工復產，糾正影響復工復產的不合理規定，
解決用工、物流、資金等問題，切實抓好春季
農業生產，盡快提高工業行業、交通物流、重
大工程復工率，為抗擊疫情提供堅實保障，努
力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會議要求，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要根據湖北省

進一步推遲復工復產時間的需要，加強生活必需
品協調調度，確保糧油菜、肉蛋奶等供應充足，
有關成員單位要保障物流通道暢通。湖北省和武
漢市要做好對接和配送工作，在有條件的地方組
織蔬菜等生產，堅決保障好群眾基本生活。
領導小組成員丁薛祥、黃坤明、蔡奇、肖

捷、趙克志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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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推居民「雙測溫兩報告」制

昨日下午，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佈第
15號通告。通告稱，居家人員每日上午、下午各測一次體

溫，超過37.3℃應立即如實向社區（村）報告，有工作單位的
人員還應同時向所在單位報告。區疫情防控指揮部負責統一安排發
熱患者到定點醫療機構就診，並根據診斷情況和有關規定分類處理。

鄂再會診後訂正病例數據

國家衛生健康委20日發佈新冠肺炎疫情情況，武漢市新增確診病例
615例，而湖北全省新增349例。

針對數據核減情況，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回應表示，為對接《關於
印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的通知》中的
調整，有的市州組織專家組對前期報告的臨床診斷病例進

行了再次會診，認為前期上報的部分病例不符合確
診病例的定義，決定訂正為其他疾病或歸類

為疑似病例，並在大疫情網中進
行了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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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武漢周邊的疫情已從爆發式增長當前武漢周邊的疫情已從爆發式增長
走向趨緩走向趨緩。。圖為武漢市泰康同濟醫院圖為武漢市泰康同濟醫院1313
名新冠肺炎患者前日出院名新冠肺炎患者前日出院。。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