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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春节放假安排，
本报 1月 24日、 26日休刊； 1月 17日、
19日、 31日报纸合刊。 祝广大读者春节
快乐， 阖家幸福！

大众卫生报

����本报讯 （记者 王铭俊 通讯员 杨敏 马小倩）
1 月 9 日， 全球首例 2 型糖尿病肾移植术后猪
胰岛移植患者小李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复
查， 结果显示： 糖化血红蛋白正常， 餐后血糖
正常， 肾功能正常。 更重要的是， 他实现了外
源性胰岛素完全脱离。

小李有 23 年的糖尿病史， 发展为肾功能
不全尿毒症， 需要频繁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2019 年， 他接受了肾移植手术， 但因糖尿病
没有得到控制， 3 年后移植肾出现了损伤。

2022 年 11 月， 由湘雅三医院放射科王维
教授团队联合移植科等组成了胰岛移植 MDT
团队， 多学科协作开展工作， 在前期大量研究
数据的基础上， 为小李有针对性地设计了移植
治疗方案。 该治疗方案的核心内容为本团队原
始创新的技术体系， 包括猪胰岛的提取、 免疫
耐受诱导为主的新型抗排斥方案、 微创手术途
径及术后并发症的监测计划。

出院时， 小李的糖尿病相关指标得到明显
改善， 糖化血红蛋白恢复至正常范围， 由术前
的 9%恢复到正常的 5.4%， 每日外源性胰岛素
总量较术前减少近一半。 他目前精神状况好，
可以胜任日常工作， 实现了外源性胰岛素完全
脱离。

�� 本报讯 （记者 王美华） 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 1 月 14 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 介绍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有关
情况。 “做好医疗救治是实施 ‘乙
类乙管’ 后应对疫情的关键。” 国家
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 要
面向老年人、 孕产妇、 儿童、 基础
病患者等重点人群， 做好健康监测
和分级分类服务， 做到早发现、 早
干预、 早治疗； 要落实三级医院分
片包干责任制， 畅通重症转诊绿色
通道， 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 进一
步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率； 要高度
关注农村地区， 落实五级书记抓疫
情防控的机制， 发挥县医院龙头作
用， 做好分级分类救治， 通过下沉
巡诊、 远程协作等方式， 提升农村
地区医疗服务能力。

发热门诊和急诊诊疗量呈下降

趋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介绍， 全国发热门诊诊疗量
在 2022 年 12 月 23 日达到高峰， 为
286.7 万人次 ， 之后持续下降 ， 到
2023 年 1 月 12 日回落到 47.7 万人
次。 全国急诊诊疗人次在 1 月 2 日
达峰， 为 152.6 万人次， 之后持续下
降， 1 月 12 日下降到 109.2 万人次，
较峰值下降 28.4%。 从门诊情况来
看， 整体呈现出正常诊疗正在逐步
恢复态势， 2023 年 1 月 12 日全国普
通门诊诊疗总人次 913.5 万人次， 基
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焦雅辉介绍， 监测数据显示， 1
月 5 日住院感染者峰值为 162.5 万
人， 之后连续下降， 1 月 12 日回落
到 127万人， 其中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收治了 117万人， 定点医院和亚定点
医院收治 10 万人。 住院感染者占比

在 1 月 3 日达到峰值 27.5%， 之后持
续下降， 1 月 12 日回落到 21.7%， 较
峰值时期下降了 5.8个百分点。

重症患者救治是防疫工作的重
中之重。 焦雅辉说， 目前， 在院新
冠阳性重症患者数量仍处于高位。 1
月 5 日， 在院阳性重症患者数量达
12.8 万人， 之后连续波动下降， 1 月
12 日回落到 10.5 万人。 重症床位使
用率 75.3%， 重症床位能满足救治的
需要。 重症患者以老年人为主， 平
均年龄 75.5 岁， 普遍合并有多种基
础疾病， 多数基础性疾病是心脑血
管疾病、 内分泌系统疾病和呼吸系
统疾病。

焦雅辉介绍， 通过分析显示，
2022 年 12 月 8 日至 2023 年 1 月 12
日， 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
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 59938 例，

其中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
竭死亡病例 5503 例， 基础疾病合并
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 54435 例 。
死亡病例平均年龄 80.3 岁， 65 岁及
以上约占 90.1%， 其中 80 岁及以上
约占 56.5%， 死亡病例中 90%以上合
并有基础疾病。

“老年人是新冠病毒感染患重症
的高风险人群， 因此是重点防护人
群。”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
家王华庆说， 对于老年人来说， 戴
口罩、 保持手卫生、 少去聚集场所、
保持社交距离、 做好通风等防护措
施不能放松， 除了非疫苗的防控措
施，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最优先措
施， “建议没有完成疫苗接种的老
年人、 有基础疾病和免疫功能低下
的人群尽快完成疫苗接种， 包括加
强针的接种。”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

�全国发热门诊和急诊诊疗量达峰后持续下降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
员 彭军） 春节将至， 疫情防控
同时进入新阶段， 湖南省药品
监管局严格贯彻落实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 国家药品监管局和
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 多项
有力措施助力年关守护行动、
稳价保质专项行动任务落地见
效， 筑牢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医
疗器械质量安全防线。

湖南药监局坚持问题导
向， 靶向施策， 精准发力。 一
是聚焦防控政策调整后的消费
热点产品和供需矛盾， 迅速制
定出台做好新冠疫情防控药品
医疗器械质量安全和促产保供

工作两个文件， 开辟绿色通道，
对防疫药械行政许可申请， 在
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 随到随
审、 快审快批。 二是选取 15 家
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医用防护
口罩、 呼吸机、 血氧仪、 制氧
机等产品生产企业， 实行 “驻
厂” 重点监督和一对一服务 。
三是对 72 家新冠病毒检测试
剂、 医用防护口罩生产企业开
展专项监督检查； 对产品抽检
不合格多、 涉举报投诉以及监
督检查问题多的 5 家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开展飞行检查。

湖南药监局坚持查打结合
一体推进， 有力确保监管取得

实效。 现场监督检查重点对是
否无证生产、 是否在未经许可
的场地生产、 质量管理体系是
否正常运行、 产品质量是否合
格、 生产场地是否挪作他用等
情况进行检查。 1 月 9 日至 13
日， 组织 18 个检查组 ， 派出
检查员 135 人次， 完成对 65 家
企业的检查 ， 排查风险隐患
120 余个， 责令停产整改 5 家。

湖南药监局党组将防疫器
械质量监管当做 2023 年开年
医疗器械监管 “头等大事 ” ，
高站位统筹部署， 多维度深入
推进， 全力保质促产保供， 服
务疫情防控大局。

健康囤年货

�������1月 11日， 执法
人员在一家超市开展
年货食品质量专项检
查。 春节将至， 怀化
市通道侗族自治县食
品安全委员会组织商
务、 发改、 市场监管
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
组， 对辖区商场、 超
市、 农贸市场销售的
各类食品进行严检细
查， 护航春节期间食
品消费安全。
通讯员 刘强陈琳莉

摄影报道

节前严检细查 护航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