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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4日（星期六）

2020年3月14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13日下午2時15分，一輛車牌為

「遼M58758」的大巴從北京中國國

際展覽中心新館（簡稱「新國展」）

6號門駛出，右轉後進入京瀋路離開。為嚴防境外疫情「倒灌」，北京啟用新

國展作為經機場檢疫後未出現發熱、咳嗽等症狀的低風險人群臨時集散點，

這輛大巴車所載的，正是從首都機場入境後在這裡經「第二道篩查」的旅

客。目前，北京與周邊外省區市溝通，對疫情嚴重國家入境人員的防控隔離

正在形成「手遞手」的閉環防控體系。

援意最美「逆行者」：全面分享經驗 中意共渡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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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癒病例治癒病例

6464,,226226
死亡病例死亡病例

33,,181181
境外輸入病例境外輸入病例

8888

中國各地疫情最新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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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確診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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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諸島

累計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

8181,,010010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就在意大
利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的緊張時刻，中國
「逆行者」及時趕到了。當地時間12日晚，
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和中國紅十字會共同組建
的抗疫醫療專家組一行9人抵達羅馬。同機
抵達的，還有一批中方捐助的呼吸機、監護
儀、除顫儀、可視喉鏡等醫療物資。中國專
家們表示，將抓緊時間了解意大利的疫情，
並與意方同行全面分享中方的經驗和做法，
與意方共渡難關。
中國駐意大利大使李軍華、意大利紅十字

會主席羅卡及意衛生部、外交部官員都在機
場等候迎接。羅卡說，意方高度讚揚中方抗
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的積極成效，由衷感謝

中方在意困難時刻伸出友誼之手並提供支持
和幫助。意方願同中方加強交流合作，借鑒
中方抗疫經驗，早日扭轉疫情勢頭。
李軍華大使在機場迎接時表示，在意境內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時，專家組克服困難、
來意相助，是最美的「逆行者」。疫情沒有
國界，中意兩國將同舟共濟、守望相助。中
國政府此時決定派出專家組，體現了人類命
運共同體理念，彰顯了中國的大國擔當。
當晚，意大利外交部長路易吉．迪馬約以

視頻直播方式在社交媒體上說，來自中國的
醫療專家是第一批面對疫情的人，感謝中方
派出醫療專家組並捐贈緊急醫療器械和物
資。

意方：落難方識真朋友
意大利前文化部長馬西莫．布雷在個人社

交媒體上說，中國向意大利提供醫療物資援
助和醫療團隊支持，是對我們的極大支援。
中意兩國有着悠久的傳統友誼，在意大利最
困難的時刻，這些援助措施展示了珍貴的中
意友情。
意大利五星運動黨前黨首貝佩．格里洛在

個人博客發文說，中國帶着物資和專業人員
又教了我們一課——要團結。就像意大利諺
語所說，真正的朋友，是在你落難時仍對你
像親兄弟一般。意大利民眾也紛紛在社交媒
體上對中國醫療專家組的到來表達感激。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1212日日，，援意中國抗援意中國抗
疫醫療專家組抵達羅馬疫醫療專家組抵達羅馬。。新華社新華社

從北京地鐵15號線新國展站A出口出來，
跨過一條約二十米寬的馬路，就能看到

用一圈鐵籬笆牆圍着的新國展。這裡南北長
800米，東西長750米，有8個展館。目前，
最北端的W4、E4兩館被徵用為收置隔離機場
檢疫後未出現發熱、咳嗽等症狀的低風險人
群。兩位保安在E4館前的6號門外把守，一
位武警在6號門裡執勤，除持有內部工作證的
人外，其他人不得進入。

對外相對獨立 內部便於分區
「新國展距離首都機場8公里，對外相對獨
立可實現封閉式管理；內部場地開闊，屬於
『可開合、大空間』的建築結構，通風較好，
也便於分區管理開展工作。」北京官方11日
這樣解釋選擇新國展作為轉運集散地的原因。
9日下午，新國展設立機場入境人員專門集散
點，到10日下午2時03分，集散點就迎來第
一批轉運人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13日下午在新國展看到，
時不時有戴着口罩、穿着防護服「全副武裝」
的人駕着機場大巴出入新國展，在新國展
W4、E4的出入口都有公安、保安人員值守測
溫，另有保潔人員對集散地周邊定時打掃衛
生。
「遼M」是遼寧鐵嶺地區的車牌專用號，
13日下午從新國展駛出的大巴車為鐵嶺官方
指派用來專門接送鐵嶺籍入境客的客車。香港

文匯報記者在大巴經過時留意到，該客車前方
放着一塊「應急防控運輸」的藍色標識牌，正
前車窗上則寫着顯眼的「歡迎回鐵嶺，我們來
接您」的紅色條幅，從未拉嚴實的車窗簾往裡
望，隱約能看到幾位戴口罩的乘客。

加強遠端管控 篩查國際航班
根據北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強介紹，新
國展入境轉運集散地由內地各省區市和北京各
區分別派駐工作組，入境客都要在集散地初步
症狀檢查，然後由各省區市和北京各區具體負
責安全防護和轉送隔離工作。
像上面所述鐵嶺安排專車接人一樣，如
果從京入境旅客其目的地為外省區市，相
關目的地的省區市都要來京進行「手遞
手」地閉環交接，轉運到目的地後，再由
地方負責相應的隔離觀察，這樣即可避免
入境無症狀患者在中轉途中可能引起的交
叉感染。
北京市政府13日又表示，要加強遠端管
控，通過駐外使館等作用做好在外中國公民穩
定工作，提供防疫指導幫扶。對國際航班要加
強檢查，防止發熱人員登機。國際航班機組和
空乘人員實行封閉式管理。與此同時，北京市
要加強近端篩查，優化檢測流程，提高通關效
率，確保入關既嚴格防疫又有序順暢。進一步
完善北京口岸入境人員轉機和閉環轉送方案，
分級分類做好人員交接、責任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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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於全球擴散之際，中國境內的疫情已有明顯
紓緩，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近日在接受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大灣區之聲」專訪時表示，他在出任世衛組織
新冠肺炎聯合考察組專家時，曾前往武漢和其他
爆發疫情的城市考察，認為中國內地防控取得
初步成功在於有效組織和信息快速處理，而政
府對疫情的防控工作，也向世界各國提供了寶
貴的建議。
袁國勇是國家衛健委第三批高級別專家組成
員，也正是該批專家確定新型冠狀病毒具有「人
傳人」的特性，成為疫情防控的重要轉折點。自
疫情爆發以來，袁國勇多次親臨一線考察後認
為，內地很多省市連續多日都沒有新確診病例，
同時也有大量的患者正在治癒出院，顯示內地防
控疫情的工作已經初見成效，「這是全國上下連
成一線，共同抗疫的成果。」

信息處理迅速傳達及時
袁國勇於專訪中指出，政府的高效組織和信息
的快速處理，包括信息分析、信息反饋、信息透
明化等，對防止疫情擴散起了非常顯著的作用。

他說：「內地的防控工作做得很仔細，我當日由
廣州去深圳時，車子在公路被截停了，然後立刻
幫你測體溫，做健康申報。」他指出，對方問明
一連串問題，例如過去14天有否不適等，「這些
全部是用手機掃描二維碼立刻申報，甚至他可以
馬上打電話給你，看有沒有寫錯號碼等等。」

注重個人衛生防護意識
袁國勇強調，防控疫情最重要之一便是準確的
資訊，「實時、及時將疫情的訊息交換，對防控
疫情有很大幫助。而這一次內地疫情防控那麼成
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訊息的交
換、發放、收集和分析，全部都做得很快。」他
同時指出，內地能夠如此迅速有效地控制住疫
情，同樣離不開科學家們的努力，前線醫護人員
不畏艱難、迎難而上的精神，以及群眾的配合和
對個人衛生的重視。
他指出，隨着人口的膨脹與流動，包括交通工

具的迅速發展，疫情可迅速傳至其他地方，因此
有理由相信，無論是公共衛生抑或醫院的隔離設
施，甚至包括醫生護士的感染控制意識、普通民
眾對個人衛生的防護，尤其是街市的衛生均對疫
情防控很重要。

袁國勇：內地防疫給各國寶貴建議

■■保安人員在新國展的保安人員在新國展的EE44館前館前66號門外把守號門外把守，，一位武警在一位武警在66號門裡執勤號門裡執勤。。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攝攝

京新國展對接入境中轉客
閉環管理防疫情「倒灌」篩查後專車轉運至各地

京一周內
境外輸入確診病例

3月
6日

3月
7日

3例意大利輸入病例

1例意大利輸入
病例 + 1 例西
班牙輸入病例

無

1例英國輸入
病例

5例意大利輸入病例 + 1
例美國輸入病例

3月
8日

3月
9日

3月
10日

3月
11日 3月

12日

1例英國輸
入病例

無

京提級入境旅客檢疫措施
時間

2月21日

3月3日

3月10日

3月11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措施主要調整

過去14天內未在境內停留且經
由北京機場口岸入境的人員，
免除居家觀察14天的要求。

從韓國、意大利、伊朗、日
本疫情嚴重國家來京，需隔
離觀察滿14天。

開闢首都國際機場T3航站樓
D區，作為來自疫情嚴重國
家的航班停靠專區。該區對
所有乘客完成衛生檢疫、體
溫篩查、信息核錄、進港中
轉等流程後，分類進行轉
送。

自非疫情嚴重國家入境進
京人員，也要居家觀察或
集中觀察14天。

在新國展設立專門集散
點，由各省區市和北京市
16區及開發區分別派駐工
作組，做好24小時的分流
轉送工作。

亞洲累計
確診病例

亞 洲 102,922

香 港 137

澳 門 10

註：截至13日22時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本報直擊

■■一輛鐵嶺指派大巴接入一輛鐵嶺指派大巴接入
境目的地為鐵嶺的乘客境目的地為鐵嶺的乘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攝攝

整理整理：：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張帥張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