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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新一轮疫情

防控关键期如何精准发力

疫情快报

我市公布第88—120例阳性感染者详情
其中2例来自西青区

1月12日18时至1月13日18时

我市新增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月12日18时至1
月13日18时，我市新增5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
中国籍，轻型3例、普通型2例，菲律宾输入4例、刚果（布）输入1
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99例（中国籍450例、菲律宾
籍10例、美国籍5例、乌克兰籍4例、波兰籍4例、印度籍3例、法
国籍3例、意大利籍3例、委内瑞拉籍2例、韩国籍2例、日本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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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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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例，在院93例（其中轻型36例、普通型57例）。

第49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宾
马尼拉。该患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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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武清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隔离
6天左右出现发热症状。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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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CT显示左肺上
叶斑点，条索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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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
宾马尼拉。该患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1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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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武清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1月10日出现发热伴咽干，最高体温39℃，即由120救护车
转送至空港医院。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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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CT显示右肺中叶、
左肺上叶索条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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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49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我市第484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刚果（布）输入。1月12日患者出

现咽痒，咳嗽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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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
宾马尼拉。该患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1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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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武清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1月11日患者出现发热伴头痛症状。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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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
部CT显示右肺下叶胸膜下实性结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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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全程实
施闭环管理。

第49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
宾马尼拉。患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1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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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武清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1月10日患者出现发热，最高体温39.1℃。昨日新冠病毒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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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2日18时至1月13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499例（境外输入472例），尚
在医学观察66例（本土21例，境外输入45例）、解除医学观察
371例、转为确诊病例62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35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426例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第43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
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1月1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23423人，尚有507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市新增本土病例情况另行通知。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我
市公布第88—120例阳性感染者基本信息。目前，这33例阳性
感染者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做进一步诊断治疗。流行病学
调查、涉疫人员排查管控、环境样本采集等工作正在紧张进
行中。现将有关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阳性感染者88，女，9岁，津南区辛庄镇人，高庄子小学学
生，系密接筛查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
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89，男，13岁，津南区辛庄镇人，辛庄中学学
生，系密接筛查检测发现，1月10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
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90，男，30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社区筛查
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91，女，11岁，津南区辛庄镇人，辛庄中学学
生，系密接筛查检测发现，1月10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
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92，女，29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社区筛查
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93，男，23岁，西青区王稳庄镇人，系社区筛查检
测发现，1月9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94，男，16岁，津南区辛庄镇人，小站一中学
生，系发热门诊筛查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
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95，男，49岁，西青区大寺镇人，系社区筛查检

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96，女，7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咸水沽第六

小学学生，系密接筛查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
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97，女，39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密接筛查
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98，女，10岁，津南区辛庄镇人，高庄子小学学
生，系密接筛查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
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99，男，12岁，津南区辛庄镇人，高庄子小学学
生，系密接筛查检测发现，1月10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
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00，男，38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社区筛
查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
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01，女，39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密接筛查
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02，女，56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发热门诊
就医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

阳性。
阳性感染者103，女，63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社区筛查检

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04，女，40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密接筛

查检测发现，1月10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
阳性。

阳性感染者105，男，43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密接筛查
检测发现，1月10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06，女，31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密接筛查检
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07，女，10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咸水沽第
七小学学生，系密接筛查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
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08，男，9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咸水沽第七
小学学生，系密接筛查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
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09，女，64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密接筛查
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10，女，38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密接筛查
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11，女，9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咸水沽第七
小学学生，系密接筛查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
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12，女，40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系密接筛查
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13，女，10岁，津南区咸水沽镇人，咸水沽第
七小学学生，系密接筛查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
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14，男，12岁，津南区辛庄镇人，高庄子小学
学生，系密接筛查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
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15，男，11岁，津南区辛庄镇人，高庄子小学
学生，系密接筛查检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
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16，女，49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密接筛查检
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17，男，29岁，津南区咸水沽人，系密接筛查检
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18，女，56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密接筛查检
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19，女，62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密接筛查检
测发现，1月11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阳性感染者120，女，37岁，津南区辛庄镇人，系密接筛查检
测发现，1月10日采集咽拭子，经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呈阳性。

因延误急危患者救治

西安两家医院被停业整顿

据新华社西安1月13日电（记者 蔺娟 杨一苗）记
者13日从西安市卫健委了解到，由于西安高新医院、西
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在本轮疫情发生期间未能履行救死
扶伤职责，导致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对这两家医院
停业整顿3个月，并处理相关责任人。

据西安市卫健委13日发布通告，本轮疫情发生后，
西安高新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未能履行救死扶
伤职责，未落实首诊负责和急危重症患者抢救等医疗质
量管理核心制度，导致延误急危患者抢救和诊治，引发社
会舆论广泛关注，社会影响恶劣。

因此，对西安高新医院、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停业
整顿3个月，期满整改合格后重新开诊；同时责成西安高
新医院追究医院负责人责任，总经理停职，免去门诊部主
任、产科主任、医务部副主任职务；责成西安国际医学中
心医院追究医院负责人责任，免去医院法人代表、董事长
职务，主管副院长停职，门诊部护士长停职。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丁力表示，在处罚的同时，
西安市卫健委充分考虑到由此造成的区域内医疗资源供
给不足、群众看病就医不便的问题，考虑到目前在两所医
院就诊的患者实际情况，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
则，制定了《高新区两所医院停诊期间保障群众正常就医
工作方案》，指定9家西安市属三级医院对口支援高新区
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下派内科、外科、妇
产科医务人员驻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由西安急救
中心在高新区安排10个急救车组，负责高新区急危重患
者的急救工作。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
长孙力军涉嫌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案，由
国家监察委员会、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分别调查、侦查终
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近日，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已向长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孙力军享有的
诉讼权利，并讯问了孙力军，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
机关起诉指控：孙力军利用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副
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业务处处长，公安
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公安部党委委
员、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
持有枪支，情节严重，应当以受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非
法持有枪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涉嫌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

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被提起公诉

近期，我国陕西、河南、天津等地出现本土疫情，奥密克
戎变异株也给防疫带来新挑战。

如何在第一时间发现、控制疫情？如何确保新冠病例及
时得到救治，同时保障群众日常看病就医渠道通畅？怎样巩
固好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临近春节，多地正把精准防控当
成头等大事。

准确定位 流调、核酸等多线作业

岁末年初，河南迎来双重考验，同时迎战德尔塔和奥密
克戎。根据流调轨迹，郑州已初步排查出牌友、丧宴、家庭三
个传播链条。许昌禹州市疫情与郑州疫情病毒基因序列同
源性高，病毒基因测序为德尔塔株。安阳2例本土病例基因
测序显示感染病毒为奥密克戎变异株BA.1分支，与天津市津
南区现有本地疫情属同一传播链。

划定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范围；流行病学调查、涉疫
人员排查管控、及时公布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立即决定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在这场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遭遇战”
中，天津迅速行动，多项工作同步进行。

目前，天津第一轮全员核酸筛查共采样超1252万人，检
出阳性77例（含封控区/管控区人员），第二轮全员核酸筛查
已于12日12时开始。

如何确保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多地开展了
“敲门”行动，对特殊区域和人群逐户逐人了解掌握核酸检测
情况，摸清疫情底数。
“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折不扣做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国家卫
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此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生命至上 救治关口前移减少重症

关口前移，做好早期干预工作，减少患者由轻转重；对有
高危因素患者和重症患者坚持“一人一方案、一人一团队”；
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截至1月11日24时，西安
本轮疫情已累计治愈540人。截至1月8日8时，陕西本轮疫
情重症患者47名，占比2.36%，低于2020年下半年以来约7%
的重症率水平。这得益于行之有效的救治措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介绍，陕西

发生疫情后，国家调派具有丰富经验的重症、呼吸、感染、院
感、中医等各专业专家，第一时间进入定点医院，同时陕西省
在区域内抽调50支医疗队，组成联合救治组，确保救治工作
高质量、高水平开展。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陕西工作组医疗救治专家马
晓春介绍，接种疫苗的病人重症率相对低，这提示积极推动疫
苗接种对减少重症患者的发生很有意义。

绝不松劲 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春节将至，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
办在即，北京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北京市
疾控中心发出提示，建议京津通勤人员居家办公。

广大群众就地过年，非必要不返乡、不出省……河南发出
倡议。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处于关键时期，丝毫不能掉以轻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介绍，国家卫生健
康委将密切关注各地疫情形势，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据新华社深圳1月13日电 2022年1月13日，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海南省
委原常委、三亚市委原书记童道驰受贿、内幕交易一案。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4年至2020年，被
告人童道驰利用担任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
任、发行监管部副主任、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工作小组办公
室负责人、国际合作部副主任、主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
三亚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为他人在公司上市、企业经营、融资借款、职级晋升
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2.74亿余元。2006年至2007年，童道驰在担任中国证监
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期间，还将履职时获悉的股票内幕
信息告知其亲友，由其亲友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相
关股票，情节特别严重。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内幕交
易罪追究童道驰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童道驰及
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
表了意见，童道驰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任职证监会、海南省期间受贿、内幕交易

海南省委原常委、三亚市委原书记童道驰案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