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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正进行大规模核酸筛查 我省多地疾控发布紧急提示

近期如非必要，请不要前往青岛市

10月12日，市民在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一检测点进行免费核酸检测。 新华社 图

青岛是我国诸多第一入境
点城市之一。 青岛市胸科医院
部分独立区域承担着收治境外
输入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任务。

感染者韩某某9月9日因肺
结核在青岛市胸科医院住院治
疗，10月4日出院。 因韩某某准
备10月12日再次到青岛市胸科
医院住院治疗， 于10月10日上
午就近到青岛市中心医院做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感染者江某某在医院从事
陪护工作，7月21日至9月29日
在青岛市胸科医院陪护住院患
者。10月10日，其在青岛市中心
医院核酸检测呈阳性，10月11
日在青岛市疾控中心核酸复检
呈阳性， 结合实验室检测结果
和临床表现， 专家组确定其为
无症状感染者。

青岛市胸科医院部分医护
人员表示， 境外输入病例是在
独立区域治疗， 上述两名感染
者分别在不同楼层， 不知为何
会发生感染。

值得注意的是， 青岛市卫
健委12日通报， 青岛在此次疫
情中已发现确诊病例6例、无症
状感染者6例，均与青岛市胸科
医院高度关联。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严防医院感染一直是个难题。
4月初，两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因为与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在青
岛市胶州中心医院同一病区治
疗被感染。疫情初期，当地另外
两家医院也曾发生过此类问
题。

此外， 另一位感染者邵某
某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系江某
某的丈夫。10月10日上午，他出
现轻微脑梗症状到青岛市中心
医院急诊科就诊， 因需住院治
疗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出租车司机邵某某的感染
令不少市民担心。 虽然邵某某
自述开车时一直戴口罩， 不与
乘客交谈，但一些市民认为，近
期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一些人放松了警惕，很多出
租车司机不戴口罩， 有的戴了
口罩却露着鼻子甚至嘴巴。此
外，青岛是旅游业发达的城市，
外来流动人口多， 出租车司机
每天接触乘客， 乘客又基本不
记车号，排查难度大。

专家认为， 当前青岛疫情
防控的主要难点是感染源和感
染路径不明确、 流行病学调查
难度大。目前，青岛市疾控部门
正在对感染源和感染路径进行
调查。 ■据新华社

疫情追踪

青岛市卫健委10月12日凌
晨通报，青岛市已制定并启动全
员核酸检测方案，社区检测正加
快推进，3天内对市南、 市北、李
沧、崂山、城阳5区检测全覆盖，5
天内对全市检测全覆盖，检测结
果将及时发布。

12日上午，记者在青岛五四
广场附近的一个检测点看到，现
场用警戒线拉起了一个通道，里
面有两队人同时排队，队伍大概
200多米长， 排队市民都戴着口
罩。 一位中年男性市民告诉记
者，昨晚就接到通知了，检测一
下放心。

这个检测现场有5名身穿防
护服的工作人员， 其中2人在登
记市民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
份证号、联系方式、住址等，另外3
人在采集咽拭子。在现场维持秩
序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要持
身份证就可以来检测，以实际居

住地为准，不以户籍地划分。
青岛市市南区隆德路弘信

山庄小区的居民11日晚在微信
群接到通知， 次日接受核酸检
测。12日早晨7点左右，小区广场
上就排起了队伍。一名接受核酸
检测的王姓居民说：“大概排了
20多分钟就做完了。”

目前，青岛市已启动应急响
应机制，在国家、山东省专家组
指导下，开展疫情研判、流调、重
点人群排查等工作。截至12日17
时30分， 全市已完成密切接触
者、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一般接触者1171人， 医务人员、
住院病人及陪护人员和社区检
测人群100余万人的核酸检测采
样，至目前未发现新的感染者。

青岛市将青岛市胸科医院
所在的楼山后社区定为中风险
区域，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据新华社

现场直击

青岛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已完成过百万人的核酸检测采样

所有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均与医院高度关联

本报10月12日讯 10月11
日， 青岛市新增3例新冠肺炎无
症状感染者，经流行病学调查初
步判断与青岛市胸科医院相关
联。事件发生后，青岛市立即组
织开展大规模流调排查和分类
检测，从排查人员中新发现核酸
检测结果阳性9人，包括8名市胸
科医院在院患者及陪护人员、1
名患者家属。 截至10月11日23
时， 青岛市累计发现确诊病例6
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均与市胸
科医院高度关联。

针对以上情况， 湖南长沙、
湘潭、衡阳、邵阳等多地疾控中
心发布紧急提示，请近期去过青
岛、与青岛入境人员有过接触等
五类人员尽快、主动向现居地社
区报备相关情况，主动配合当地
政府相关防控措施。并对广大群
众提出如下疫情防控建议：

一、持续关注疫情动态

广大群众要持续关注青岛
市发布的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行动轨迹。 现居住在湖南省，且
与青岛市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行程轨迹有交集， 特别是9月27
日以来到过青岛市胸科医院、接
触过医院病人、接触过近期从青
岛市入境的人员以及青岛市南、
市北、李沧、崂山、城阳五区市民
的人员，应迅速主动向所在社区
等部门报备，主动告知其接触情
况，接受健康管理并按要求进行
核酸检测，主动配合当地政府的
其他相关防控措施。

9月27日以来，其他自青岛返
长人员， 应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
相关情况， 接受社区健康管理并
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主动配合

当地政府的其他相关防控措施。

二、从青岛返长，需主动报备

群众近期如非必要，请不要
前往青岛市。确需前往的，请务
必做好个人防护；从青岛市返长
后，应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相关
情况并配合开展核酸检测和健
康监测措施，主动配合当地政府
的其他相关防控措施。

三、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保持1米以上的安全社交距
离，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坚持勤洗
手常通风、爱卫生讲卫生、使用公
筷公勺、食物烧熟煮透、不吃生冷
食物等良好生活习惯， 慎食进口
生鲜海产品与冷冻冷储生鲜食
品，拒绝食用野生动物，防止食源
性疾病和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四、注意自身健康的保护

随着秋冬季到来，各类呼吸
道疾病高发，其他呼吸道疾病和
新冠肺炎疫情一旦叠加，将会给
防控工作带来更大挑战，广大市
民要加强自身健康防护， 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
离，及时接种流感、肺炎等疫苗，
尤其是老年人、 儿童及有高血
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人群。

五、清扫个人居住环境

清除病媒生物孳生地，整治
卫生死角。对居室内外、房屋前
后卫生进行大扫除，清理垃圾杂
物，除尘防病、通风换气，科学消
毒消杀。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龙飞鹏

“疑似医院感染”不仅给青岛市带来诸多挑战，也给入境城市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青
岛市卫健委10月12日通报，青岛在此次疫情中已发现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均
与青岛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

截至12日12时，青岛市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132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全部完
成核酸检测。目前，青岛市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正加快推进。

根据青岛市卫健委11日的通
报， 青岛市11日新增的3例新冠肺
炎无症状感染者中，2例为医院在
对普通就诊患者进行核酸检测时
发现，1例为在对排查出的密切接
触者进行即时核酸检测时发现。

记者11日来到位于青岛市李
沧区的青岛市胸科医院，看到门口
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有一辆警车和
一辆喷有“公务”字样的面包车在
值守， 院内看不到走动的人员。保
安告诉记者，医院已经停诊，如果
要看病请去别的医院。

随后， 记者来到其中一名感染者
居住的小区———青岛市市北区青岛科
技城小区，看到4号楼的一个单元门口
拉起了警戒线， 门口有身着防护服的
工作人员在喷洒消毒液。 小区门口的
保安说，外来人员一律不允许进入。

与这个小区一路之隔的是青
岛科技大学四方校区。记者在学校
门口看到， 人员进入必须出示证
件， 校园内有取快递和搬书的学
生，大部分师生都戴着口罩。

据了解， 此次疫情有两名感染
者是一对夫妻， 他们所居住的康居
公寓属于保障性住房。 除了他们所
居住的楼房单元被封闭管理， 小区
外的一家超市和社区卫生中心门口
也拉起了警戒线，有保安在值守。

感染源与感染路径的调查正在进行3名无症状感染者住房单元
被封闭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