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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中南
大学本部体育馆内，
学生在有序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 按照国家
的统一部署， 我省自
5月开始开展大规模
人群接种工作， 截至
5月15日， 全省累计
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1013万剂次，单日
接种最高达到60余
万人次。

湖南日报·新湖
南客户端记者 辜鹏
博 张春祥 摄影报道

本报5月17日讯 提高毒蘑菇
中毒防控的科学性、 精准性和针
对性， 努力把野生蘑菇中毒的风
险降到最低， 近日， 湖南省发布
《湖南省野生蘑菇中毒风险分级
综合防控工作指南（2021版）》（以
下简称《指南》）。

据了解，该《指南》以县域为
单元， 根据2016-2020年各县市
区的误食有毒野生蘑菇中毒发病
人数、死亡人数、发生场所类型，
首次将全省122个县市区划分为
野生蘑菇中毒高风险县市区9个、
中风险县市区30个、 低风险县市
区68个、无事件上报县市区15个，
并按风险级别分别拟制了并针对
性制定“4+3+2”共9条综合防控
措施。其中，长沙县、湘潭县、祁东

县、祁阳市、零陵区、道县、新宁县、
凤凰县、 新晃侗族自治县等地被划
分为野生蘑菇中毒高风险县（市、
区）；龙山县、桃源县、安化县、赫山
区、浏阳市、宁乡县、湘乡市、涟源
市、 洪江市等30地被划分为野生蘑
菇中毒中风险县（市、区）。

据专家介绍， 湖南省常见有毒
野生菌有日本红菇、大青褶伞、近江
粉褶蕈、灰花纹鹅膏、亚稀褶红菇、
裂皮鹅膏等， 其中灰花纹鹅膏、亚
稀褶红菇、 裂皮鹅膏是剧毒的。如
今，很多食用菌和有毒甚至剧毒野
生菌长得极其相似，凭肉眼及传统
经验已不能鉴别；用大蒜、银针，凭
颜色鲜艳程度、是否被虫咬、固定地
点采食等民间常用的辨识方法都不
靠谱。 ■记者 黄亚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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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 根据目前
辽宁、 安徽两省新冠肺炎疫情
进展，今日，湖南省疾控中心组
织专家评估认为， 有必要进一
步加强对辽宁省营口市、 沈阳
市和平区以及安徽省六安市、
合肥市肥西县入湘返湘人员的
疫情防控。 对广大群众再次提
出如下疫情防控建议：

一是请持续关注安徽省六
安市、 合肥市肥西县和辽宁省
营口市、 沈阳市和平区公布的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行
动轨迹以及中高风险地区。鉴
于安徽省、 辽宁省当前的疫情
形势，如非必要，建议近期不要
前往上述地区。

二是请4月19日(含)以来到
过营口市、沈阳市和平区和5月
1日(含)以来有六安市、合肥市

肥西县旅居史的在湘人员以及与
辽宁省和安徽省确诊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行程轨迹有交集的在湘
人员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
(村)报备相关情况，配合社区落实
健康管理、 核酸检测等相关疫情
防控措施。

三是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
防控制新冠肺炎最经济、 最有效
的手段， 更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 我省已经开始大规
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请符合接
种条件的市民积极预约登记，有
序前往定点接种门诊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

常态化疫情防控， 人人有
责，请大家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张春祥 通讯员 张亚娜

本报5月17日讯 近日，教育
部发布《关于公布2020年全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 (市、
区) 和改革试验区遴选结果名单
的通知》（简称《通知》），认定并
命名58个地区为2020年全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试点县 (市、
区 )，16个地区为2020年全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
其中， 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衡
阳市蒸湘区入选近视防控试点
县（市、区），娄底市入选近视防
控改革试验区。

《通知》指出，省级和有关市
（区）、县（市、区）教育部门要努力
改善学校教育教学设施和环境，
完善学校体育、 健康教育场地设
施，加强学校医务室、卫生室、保
健室建设，配备近视防控设备，落

实教室、宿舍、图书馆（阅览室）等场
所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要求， 使用
利于视力健康的照明设备， 配备符
合标准的可调节课桌椅、 坐姿矫正
器等近视防控相关设施和用具，提
供符合用眼卫生要求的学习环境。

《通知》 强调， 省级和有关市
（区）、县（市、区）教育部门要严格落
实中小学生手机、作业、睡眠、读物、
体质等管理要求， 确保手机有限带
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教学和布置
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 使用电子产
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
总时长的30%。 保障学生充足睡眠
时间， 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到
10小时，初中生应达到9小时，高中
生应达到8小时， 加强学生睡眠监
测督导。

■记者 杨斯涵 黄京

湖南省疾控中心再发疫情防控紧急提示 如非必要，近期不要前往营口、六安等地

从辽皖这些地方返湘人员请主动报备

5月16日，安徽省、辽宁省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别增至7
例、9例，目前此轮疫情的“0号
病人”仍难以明确。

同日， 两省相继通报问责
相关单位和个人， 均提及首诊
责任不落实等问题。根据通报，
责令安徽六安世立医院停业整
顿，对相关负责人予以处分、撤
职、解聘等处理；擅自接诊发热
病人的六安医师欧某某， 被移
交司法机关； 辽宁营口李波诊
所予以关停； 给予辽宁省卫健
委副主任、 营口市副市长等人
诫勉谈话； 免去李红阳鲅鱼圈
区副区长职务等。

问责背后有何真相？ 为何
两地首诊责任均落实不力？“新
华视点” 记者深入疫情防控一
线进行了独家追踪。

首诊责任落实不力

记者采访发现，本轮疫情
中最先报告的 3名确诊病例
（张某某、李某某、吕某），在六
安、营口就诊时，因首诊负责
制落实不力，均未在第一时间
被“发现”。

———5月3日至5月9日，吕
某曾在一影楼老板陪同下，到
辽宁营口鲅鱼圈李波诊所就
诊，但诊所并未按规定上报，诊
所大夫、 影楼老板均在后期被
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张某某5月6日晚出现
发热，后通过熟人关系，绕过正
常的接诊程序， 到六安世立医
院门诊部急诊科输液治疗。直
至11日， 她再次来到该医院住
院治疗时， 该医院才对其进行
核酸检测。

其间， 拥有执业医师证书
的欧某某，经熟人介绍，在妻子
开设的一家儿童玩具门店内，

擅自给张某某做治疗。
———李某某5月5日自述身体

不适，5月8日到六安市一家社区
卫生服务站看病。 接诊医生问她
“可有发热”，她回答“不发热”，接
诊医生就未量体温， 随后对她进
行了输液。 李某某就诊时未登记
真名， 卫生服务站也没有接诊记
录，接诊和治疗的过程都不规范。

多环节多“哨点”失灵

基层反映， 在过去一年多的
疫情防控中，“早发现、早报告、早
隔离、早治疗”“群防群控”都是经
过实践检验的宝贵经验。 但从本
轮疫情的传播路径来看， 确诊病
例曾历经医院、小诊所、火车站、
酒店等多个公共场所， 这些环节
却未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虽然在六安培训尚未结束
时，张某某、李某某便已出现身
体不适，但均未被“发现”。据安
徽省卫健委副主任董明培介绍，
截至目前，安徽省内所有感染均
由六安摄影培训活动引起。记者
从六安市卫健委了解到，这一培
训是影楼内部进行，自5月2日开
始，为期6天，每天参与培训人数
约十几人。

据流行病学调查，5月8日，李
某某离开六安市时已出现发热，
当天她乘坐网约车前往六安火车
站， 顺利乘坐D3058车次到达合
肥南站， 随后转乘出租车至肥西
县， 又顺利入住酒店。 在其确诊
后， 当地已紧急通告寻找同车次
同车厢的密切接触者等。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河北等
地发生的疫情中就曾出现过医
疗机构、诊所等基层“哨点”失灵
的问题， 有的曾到药店买药，有
的先后多次到基层诊所治疗，却
未及时上报，为疫情暴发提供可
乘之机。 ■据新华社

5月17日，记者从安徽
省六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
部获悉，自5月16日起该市
裕安区恒大御景湾小区3
期等4个小区由低风险地
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至
此该市中风险地区已增至
6个。

据介绍， 此次调整为
中风险地区的4个小区是：
六安市裕安区恒大御景湾
小区3期、裕安区固镇镇财
富大街大艮头小区、 金安
区梧桐嘉苑小区、 金安区
清水河畔小区1期。5月14
日， 该市金安区浙东商贸
城和裕安区百川明庭小区
的疫情风险等级， 已被定
为中风险。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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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辽皖问责背后，
疫情防控防线如何失守？ 电子产品教学限时长，保障充足睡眠

湖南3地入选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试点

湖南发布全国首个蘑菇中毒风险地图
9县市区被划为野生蘑菇中毒高风险区

记者16日从安徽省合
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
急指挥部获悉， 为进一步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该
市对落实医疗机构发热门
诊和院感防控措施进行再
部署再强化，明确提出，全
市所有药房线上线下销售
退烧、抗病毒、抗生素、镇
咳与止泻等药物时， 要严
格执行实名登记， 并及时
上传药品和购买者的相关
信息。 ■据新华社

安徽六安中风险
地区增至6个

安徽合肥
下发最新通知
线上线下
销售退烧药
要实名登记

疫苗接种
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