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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封控管控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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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 余强）昨日，我市在外省返津集中
隔离人员中，检测发现1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经
市级专家组综合研判，确定为我市本土第148例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普通型），已转运至定点医院实施隔离救治。在
昨晚召开的第162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该病例相关疫情处置情况。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顾清在发布会上介绍说，该患者，男，
48岁，现住址为西青区中北镇东兴里社区，户籍地为浙江省绍
兴市上虞区崧厦街道西华村，12月4日至7日具有浙江省绍兴
市上虞区旅居史。自述接种过两剂次灭活疫苗。该患者12
月7日自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自驾返津，并按相关规定在西青
区中北镇进行居家健康管理。12月17日，根据绍兴市疫情情
况，由居家健康管理提级为集中隔离，当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12月20日23时18分，核酸检测初筛阳性。12月21日晨，
复核阳性，转送我市定点医院，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判定，
该名患者确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顾清表示，疫情发生后，我市充分发挥应急指挥机制
优势，迅即进入应急状态，市委、市政府指挥部署，市区两
级疫情防控指挥部昼夜处置，卫生健康、公安等相关部门
密切协作，从四方面入手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第一，迅即反应，科学果断处置疫情。我市始终坚持
“四早”原则，突出“快速精准”和“重点覆盖”有效融合，综

合运用公共卫生和大数据技术手段，精准复原感染者轨
迹。截至12月21日14时，累计判定追踪密切接触者54人、
次级密切接触者194人，核酸检测阴性89人（其余正在检测
中）。该患者在津同行同住人员1人，12月20日核酸检测
结果阴性，与其前往绍兴在津其他同行人员1人，于12月
10日实施居家健康管理，12月20日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其
他排查管控工作仍在进行中。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物品和
环境样本27份，核酸检测阳性5份（均为患者家庭内环境样
本），其余均为阴性。全部涉疫场所均予以终末消毒。

第二，科学封控，分类筛检重点人员。根据疫情调查
研判结果，迅速锁定重点区域、重点人员，实施分类管理。
划定西青区中北镇东兴里东区3号、4号、5号楼以及东兴里
菜市场为封控区，东兴里西区、东兴南里以及东兴里东区
（除3号、4号、5号楼外）为管控区，西青区中北镇为防范
区。充分考虑涉疫地区暴露风险，针对其同行人员所在社
区进行管控，围绕确诊病例流调情况确定风险人员开展分
类筛查，全部筛查人员利用赋码及短信提醒方式予以告知
及动态管控，重点人员执行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并入户采

样。通过全市资源统筹调度机制，有序调配核酸采样人员，
动态启动隔离点增容扩量工作，实现“应隔尽隔即隔、应检
尽检快检”，确保不遗漏风险。

第三，加强救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坚持“四集中”救
治原则，调配全市权威医疗专家，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科学
研判，“一人一策”，持续强化救治措施，千方百计提高诊疗效
果，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重症率、病亡率。同时，强化
预检分诊、发热门诊、门急诊、住院病房等重点部位管理，严
格落实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和责任，严防院内感染发生。

第四，信息透明，全面启动讯报机制。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始终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发布疫情防控信息，主动回
应社会关切，消除群众疑虑。第一时间将涉疫重点人员详细
信息推送给兄弟省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协同配合做好联防
联控工作，并将疫情最新处置进展上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依法依规落实疫情报告制
度。截至12月21日16时，本次疫情累计核酸采样1729份，
核酸检测阴性682份，其他检测工作持续进行中。本次疫情
累计管理5926人，集中隔离500人，居家隔离5426人。

本报讯（记者 徐杨 余强）在昨晚召开的第162场
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介绍了我市第148例本土确
诊病例具体活动轨迹和范围。专家表示，经过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目前本起疫情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董晓春介绍说，12月21日
我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即第148例本土确诊病例）近期
轨迹为：

12月4日 14时自驾离津前往山东省济南市，20

时自驾前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12月5日 6时到达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崧厦街

道西华村；

12月6日 8时20分—9时30分，前往绍兴市上虞区

百官街道恒利菜市场购物，后回到西华村家中未外出；

12月7日 11时自驾返津，23时51分到达西青区

中北镇东兴里小区；

12月8日 13时04分—13时53分，在西青医院进

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后返回东兴里小区；该次核酸检

测为阴性；

12月9日 在家未外出；

12月10日 13时37分—13时56分，自驾车至华

苑雅士道华苑奶站，14时06分返回东兴里小区；

12月11日至13日 在家未外出；

12月14日 13时下楼倒垃圾。13时—14时，在运

河附近（西青区万卉路东、运河南）活动，后返回东兴里

小区；

12月15日 9时02分下楼倒垃圾，9时37分下楼

挪车，17时39分步行至中北镇东兴里菜市场及菜市场

外小吃街，18时09分返回东兴里小区；

12月16日 在家未外出；

12月17日 15时50分转运至西青区集中隔离点，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12月20日 23时18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初筛阳性；

12月21日 6时23分经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新

冠病毒核酸阳性，7时30分转运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董晓春介绍说，目前相关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疾控部门提醒市民，与发布病例轨迹有交集人员，请立
即主动向社区、单位或疾控部门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
离、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2月20
日18时至12月21日18时，我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1例（普通型，为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返津人员），累计报
告本土确诊病例148例（在院1例，普通型，治愈出院144
例，病亡3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2月20日18时至12月21日18时，我市新增2例境外
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轻型，中国籍，其中赞比亚输
入1例，美国输入1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96例
（中国籍351例、菲律宾籍10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4例、
波兰籍4例、印度籍3例、法国籍2例、意大利籍2例、委内瑞
拉籍2例、韩国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俄罗斯籍1例、
哈萨克斯坦籍1例、立陶宛籍1例、日本籍1例、西班牙籍1
例、新加坡籍1例、印度尼西亚籍1例、马来西亚籍1例、突
尼斯籍1例、缅甸籍1例、摩洛哥籍1例），治愈出院376例，
在院20例（其中轻型7例，普通型13例）。

第39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赞
比亚。该患者自赞比亚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
12月16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
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河西区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19日出现发热，最高体温38.5℃，伴咳嗽咽痛
症状，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空港医院，20日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
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轻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39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美
国。该患者自美国洛杉矶乘坐航班（CA988），于12月20日
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
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宁河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21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
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该患者有鼻塞及声音嘶哑症状，经
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轻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12月20日18时至12月21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421例（境外输入416例），
尚在医学观察12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54例、
转为确诊病例55例。

截至12月2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
密切接触者17421人，尚有35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12月20日18时至12月21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 摄影 谷岳）昨天，天津市新
冠肺炎疫情高校封控管控应急演练在天津城市建设管
理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现场模拟校园出现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密切接触者且经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后，高校开展应对不同情景、环节、流程的应急响应和
处置能力。

据了解，全市高校都将陆续开展全链条、全流程、
全环节、全要素校园封控管控应急演练，从第一时间报
告、启动应急机制、校园封闭管理、快速流调溯源、迅速
集中隔离、开展核酸检测等方面进行实战演练。

本报讯（记者 徐杨 余强）12月21日，在第162场天
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西
青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柴树芳介绍了西青区处置第148例
确诊病例的基本情况。

柴树芳说，疫情发生后，西青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具体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迅速集结党员服务队。按照西青区隔离管控
预案，第一时间紧急集结首批党员干部志愿者近千余
人，分成8个工作组，分别在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进
行各项保障服务。

二是全力保障居民生活服务。目前封控管控区域
人口5400余人，可调配生活物资储备超过1000吨，随时
供应，完全能够满足封控管控区30天保障需求。柴树芳
表示，“我们在封控区附近设置了4个快递投送点，由专
人负责采购、配送居民生活必需品。”

三是强化医疗保障服务。截至21日16:00，已转运4
批次169人至集中隔离酒店。隔离封控现场配置门磁、

帐篷、防护用品、测温枪等万件防护物资。同时志愿者再
次全力摸排社区内的孤、老、病、孕等特殊人群，做好各项
生活应急保障。

四是立即启动重点区域核酸检测。科学精准划定检
测范围，在隔离管控区设置16个采样点58个采样通道，
对6.9万重点人群开展核酸检测，截至21日16时，共采集
样本1309份，682份阴性，其余检测结果待出。

五是做好环境清整。对医疗废弃物全部按规范进行
集中清理，预计至21日晚7时收集200公斤左右。设置
临时收集点，对所有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消杀，规范生活垃
圾专项收运处置流程。

目前，中北镇已被划定为防范区，在整个封闭管理期
间，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柴树芳说：“面对居民生活
的不便，我们会尽全力做好有温度的生活服务和保障。我
们严格落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以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坚决打赢疫
情处置这场硬仗，确保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

新增本土病例相关疫情处置科学快速有序进行

调度全市资源 实现精准封控
截至12月21日16时 本次疫情累计核酸采样1729份，核酸检测阴性682份，其他检

测工作持续进行中。本次疫情累计管理5926人，集中隔离500人，居家隔离5426人。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介绍

本起疫情

来源明确 风险可控

西青区 6.9万重点人群核酸检测
■ 调配生活物资可满足封控区管控区30天需求 ■ 中北镇划定为防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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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区中北镇开展多点位核酸筛查，秩序井然。 本报记者 王倩 通讯员 田健 摄

（上接第1版）
王岐山强调，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总结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特区建设规律的十条认识，对新时代厦门经
济特区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必须深刻领
会、长期坚持，结合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希
望厦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再开新局，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再谱新篇，在促进两岸融合
发展上再立新功，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上再攀

高峰。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特
区事业的全面领导，为经济特区建设提供坚强
政治保证。

王岐山希望厦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建设好高素质
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上，福建省、厦门市主要负责同志，厦门
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杰出建设者代表发言。

习近平致信祝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

（上接第1版）要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
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带着感情和责
任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精心精细精准搞好
服务，引导广大老干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
出新贡献。要加强老干部工作部门自身建设，

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老干部满意的模范部
门，打造政治坚定、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过硬
队伍。

大会对100个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
300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先进集体、先进
个人代表在会上发言。

习近平对全国老干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上接第1版）中方愿同德方携手推动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习近平强调，中欧是全球两大独立自主的力
量，有着广泛战略共识和共同利益。双方要坚持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
赢原则，确保中欧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发展。希望德
方继续为稳定中欧关系发挥积极影响，持续为中欧

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朔尔茨表示，感谢主席先生在我就任德国总理

后发来贺信。我对我们曾经有过的交往记忆犹新，
愿意继承和推进德中友好与合作。当前，德中贸易
投资关系发展良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合作密切，就阿富汗、伊
朗核等地区问题沟通密切。这些构成了德中关系

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德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相
互信任的精神，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德中全方位
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德方愿以明年庆祝德
中建交50周年为契机，举办好新一轮德中政府磋
商，加强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服务业等领域务实合
作，以建设性态度促进欧中关系发展。希望欧中投
资协定早日生效实施。德方愿同中方在国际事务
中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双方领导人互致新年问候，并表示愿保持经常
性沟通，共同努力推动中德、中欧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朔尔茨通电话

（上接第1版）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徐麟，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视频致辞。中国驻
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
局董事会主席阿旺·沙利延，以及马方高层政要、
政党领袖、社团组织、媒体、智库代表等各界人士
150人参加当天活动。

徐麟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接续奋斗，创造了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

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奇迹，生动谱写
了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壮丽篇章，成功开辟
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建立了不朽功业，为促进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
献。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这些有目共睹的成就
和变革都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导下实现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三

卷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发展历程和脉络，蕴藏着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密
码”，是理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钥匙”。《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马来文版的出版发行，将有助
于马来西亚朋友更好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和
情怀。

首发式上，中马嘉宾共同为首发新书揭幕，中
方还向马方嘉宾赠送了新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马来文版由外文

出版社和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出版局共同翻译出
版。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翻译
出版36个语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马来文版首发式在吉隆坡举行

蓟州区开展小区核酸筛查模拟演练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日前，蓟州区在文昌街海棠
湾小区开展全要素全流程新冠病毒核酸筛查模拟演
练，进一步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的
现场组织、沟通引导等处置能力。

本报讯（记者 徐杨 余强）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在目前的
疫情形势下应更加注重个人防护，增强自
身抵抗力，平稳度过这个冬天。首先，广
大市民要增强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接
种疫苗是增强自身免疫力的最好办法；其

次，建议市民尽量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
场所，特别是一些密闭的人员密度较高的
公共场所，因为这些场所如果有传染源的
话，传播几率很大；再次，目前国内多个省
份仍有本土疫情，建议市民近期非必要不
要离津。

本报讯（记者 徐杨 余

强）市卫生健康委负责人表
示，在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
形势下，广大市民要毫不懈
怠做好自己“健康第一负责
人”，履行疫情防控的个人责

任和义务，严格遵守四项防控
要求。

第一，严格人员流动政策。
第二，积极配合健康管理。第
三，全面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
第四，不信谣、不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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