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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17日24时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12例

来自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在第172场天津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二级巡视员何鹏介绍了我市奥密克
戎变异毒株引发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情况。

1月17日0至24时，我市新增18例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5例在津南区、2例在西青区、1例在河西
区）；其中轻型10例，普通型8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新增病例均系被隔离管控人员。

截至1月17日24时，我市本轮本土疫情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312例（293例在津南区、11例在西青区、6例
在河西区、1例在红桥区、1例在东丽区）；累计报告本
土无症状感染者22例，其中尚在医学观察14例，转为
确诊病例8例。

何鹏介绍，综合感染者居住地和活动轨迹分析，本轮
疫情在津南区辛庄镇和咸水沽镇形成较为集中的社区传
播，累计发现69起家庭聚集疫情，其中出现3起以上家庭
聚集疫情的小区涉及津南区辛庄镇、咸水沽镇、双港镇。

本轮疫情处置采取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封（管）
控区居家管理、人员流动限制、聚集性活动暂停等措施
后，发病人数明显下降。当前疫情总体可控，但形势仍
严峻复杂。

我市动态调整社区管控范围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在第172场天津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二级巡视员何鹏介绍，根据当前疫情
形势进展，我市动态调整社区管控范围。

具体调整情况为：津南区增加划定小站镇西沟村
丰乐路颐养院旁的别墅区1—4号楼为封控区。其他
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范围不变。请封控区、管控区
和防范区三区人员严格落实相关管控措施。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在第172场天津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
康委新闻发言人、二级巡视员何鹏介绍了我市1月17
日、18日组织对7个区实施重点区域核酸检测的情况。

根据疫情分析研判，我市于1月17日、18日组织
对津南区、东丽区、西青区、河西区、红桥区、静海区、滨
海新区7个区，实施重点区域核酸检测。1月17日的
核酸检测已全部完成，共采样检测2097987人，检出阳
性人员6例，均来自津南区隔离管控人员，其余均为阴
性。1月 18 日的核酸检测截至当天 12 时，已采样
1581523人，采样检测工作还在进行中。

7个区重点区域核酸检测结果公布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封控区、管控区、
防范区居民的生活物资供应问题受到广泛
关注，在昨日召开的第1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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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局一级巡视员周路介绍了相关情况。

周路表示，为优先保障津南区终端配
送，在前期组织大型超市为该区封控区、管
控区供应物资的基础上，1月16日，市商务局
成立了生活物资保供专班津南区前线指挥
部，按照不同防疫要求，为津南区250余个被

封控、管控小区研究制定分类精准保供方
案，迅速组建新的供应网络。

在封控区，居民可在7家主要保供企业
平台上自主选择货品线上下单，采用入户的
方式进行配送。针对此前部分居民反映的
电商平台套餐物品价格较高、部分货品保存
不便等情况，市商务局召开了供应商座谈
会，要求相关企业进行调整，推出以大路菜
为主的 20余款 20 元至 30 元基础版“爱心
包”，明确标示套餐内白菜、土豆、洋葱等耐

储菜的数量和价格，并上线肉馅、面粉、大
米、食用油等需求量较大的单品。据统计，1
月17日，企业通过线上方式为津南区封控
区、管控区提供了1.36万单保供套餐，当日货
品合计162.8吨。

在管控区，依托市食品集团搭建了200
余个物资保障供应点，售卖蔬菜、米面油、日
用调料等商品，该集团发挥旗下企业优势，
对接源头产地，定制了实用产品套餐供市民
选择。目前已有180个物资保障供应点正式

投入运营，覆盖津南区7个街镇、66个社区。
针对部分老年人不方便在线购物的情

况，美团优选利用千余辆保供车赴津南区供
应生活必需品，筹备“爱心餐”“保供套餐”，并
为多个敬老院运送蔬菜、水果、鸡蛋等物资。

除此之外，市商务局还在西青区成立了
前线指挥部，为该区的封控区、管控区引入京
东、阿里、拼多多等企业，实行“大仓直配、小
团入户”的线上保供模式，相关企业布置的点
位即将投入使用。

市商务局为津南区封控区管控区分类精准保供 迅速组建新供应网络

180个供应点覆盖7街镇66社区

■ 本报记者 耿堃

“会不会对我的孩子有什么影响啊？”天
津本轮本土疫情发生后，葛沽镇的孕妇李女
士担心无法正常产检。

1月18日，孕32周的她到社区报备申请
后，拿到通行许可，在津南医院产科顺利完
成产检。“一定要注意控制血糖。”接诊的张
克伟医生反复叮嘱。
“我们医院很多大夫都去支援全员核酸

筛查了，人手非常紧。”津南医院党办主任杨
洪告诉记者，17日一天，共有1970人次在津
南医院挂号。
“昨天产科看了72个病人，今天也得70

多个吧。平常也就二三十个。”年过六旬的张
克伟医生说，很多孕妇情况复杂，原来都是在
市内六区的医院做产检，现在他需要协调药
剂科，为她们专门调药品。

很多津南区孕妇原计划在中心妇产科
医院等医院做四维超声检查，现在这些需求
“涌向”津南医院。“科里压力很大，导诊电话
都成热线电话了。”超声科医生杨玉美告诉
记者，本月29日她应该退休，现在她正和同
事们奋战在一线。

援疆医生葛战勇11日回到天津休假，知
道津南医院人手紧，13日拿到核酸检测阴性
结果后，主动回来上班。“穿着一级防护服
缝合确实有点难。”18日下午，刚完成一台
急诊手术的葛医生告诉记者，他回来就下社
区参加核酸检测采样，从晚上10时左右干到
转天早上4时多。急诊、住院部、核酸检测采
样……一声召唤，使命必达。

危难见真情。天津其他医院医生火线驰援
津南医院，在病人救治等方面给予了极大帮助。

李女士的预产期在3月中旬，她说不担心
住院的事，“那时应该一切正常了。”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根据我市当前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需要，按照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等工作要求，经市防
控指挥部研判，并经市防控领导小组同意，自1月17日
16时起，对我市调整有关区域中高风险地区等级。

调整后的高风险地区为：津南区辛庄镇林锦花园、林
绣花园、鑫昱花园、上悦花园、首创星景苑、鑫旺里、义佳
花园，咸水沽镇丰达园、龙湖紫宸、同泽园，双港镇欣桃
园；西青区大寺镇宇泰家园C区。

调整后的中风险地区为：津南区辛庄镇碧水世纪园、
上东苑、汀芳花园、汀兰花园、昕盛里、鑫庭花园，咸水沽
镇春福里（津九轩小区）、东旺家园、鑫洋园、众惠里、宝业
馨苑、博雅花园、合力园、金才园、金芳园、水岸华庭，八里
台镇尚湖苑、丽湖苑，北闸口镇尚礼园，双港镇李桃园、柳
景家园、仁和园、仁永名居、善和园；西青区大寺镇宇泰家
园（不含C区），王稳庄镇盛泰园。

我市将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形势，适时调整有关区域
风险等级。

有关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调整

■ 本报记者 王睿

在津南区疫情防控一线，每天都有一
群特殊的“快递员”：身穿“大白”、手提“蓝
箱”，步履匆匆，奔波在一个又一个核酸检
测采样点，争分夺秒地与病毒赛跑……

他们是核酸检测样本转运员，每天都
要用最快的速度收集核酸检测样本，然后
打包转运。
“95后”小伙、滨海新区支援津南区的

志愿者刘继坤就是其中一员。在和他的
对话中，记者得知，这个看似“跑跑送送”
的任务，其实并不容易。
“基本上一直在路上，最早5时就来

待命，核酸检测一开始，我们就正式‘上
岗’，晚上要等所有人都检测完，样本全部
送出去，才能收工，一天至少跑50趟次、
打包上千管样本。”趁工作间隙，刘继坤告
诉记者，装样本的箱子有大有小，能容纳
50到100多个试管，满了就得送，不能等，
等就耽误时间，早些送去检测，就少些传
播风险。

刘继坤负责津南区辛庄镇各小区的样
本转运。只要微信工作群发出转运指令，
他就和同事立即出发，奔赴指定的采样
点。“到了以后，我们先开箱检查，一来确保
所有装样本的试管管口向上，垂直码放；二
来核对单采和混采的数量各是多少、统计
共有多少人次，这样就能掌握当日的检测
覆盖率，然后录入信息，封箱、送检。”刘继
坤说，转运的每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检测结
果，必须仔细再仔细。
“转运样本分两个环节，我们是第一

环：把样本送到津南区的一个集合点，第二
环由专人从集合点取走样本，再送到检测
点。我们送得早，后边环节的时间就能往
前提。”为了节省一分一秒，刘继坤尽量少
喝水，怕上厕所影响进度；吃饭也没点儿，
毕竟有时在运送途中，新的指令又发来了，
就得赶紧奔向下一个点位。
节奏快、强度大，累是自然的，可是

刘继坤并不觉得：“能和大家一起战
‘疫’，守护我们这座城市，倍儿有精神！”
采访中，刘继坤坦言，“我所在的区域，现
在马路上人、车都很少，确实方便转运了，
不会堵，但心里很不是滋味。希望能早
日回到疫情发生前那样，路上人来人往，
热热闹闹的，多好！咱再加把劲儿，胜利
就在眼前了！”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发热门诊是疫情防控的前沿“哨点”，
是筑牢疫情防控“铜墙铁壁”的重要防线。

在本轮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新冠
肺炎本土疫情的确诊病例中，津南区的儿
童占比较高，作为津南区发热门诊儿科定
点医院，小站医院接诊任务艰巨。而作为
医院的儿科医生，36岁的李笑各也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

每天上午，戴上手套、鞋套、帽子，穿
上隔离衣、防护服外加一副护目镜和面
屏，做好全身防护后的李笑各便进入诊室
开始了接诊。这一忙，到几点钟，不好说。
“为了尽快给每一位患儿诊治，每天

穿上这套防护服后，我就尽量不喝水、不
吃东西，不上厕所。因为这身衣服脱下来
非常繁琐，需要再次对每一个步骤进行消
毒。”李笑各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1月8日，疫情突发，李笑各第一时间
递上了到发热门诊接诊的请战书。当天，
交接好科室工作后，李笑各立即到发热门
诊报到。

他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医务工作
者，就应当在关键时刻冲上去，疫情当前，
召必战，义不容辞！”
“宝宝住在封控区还是管控区？上学

了吗？学校有没有确诊病例？”对于每一
个前来就诊的孩子，李笑各都要谨慎加谨

慎，详细询问。
8日晚，一位宝妈抱着抽搐的患儿焦

急地找到了李笑各，接诊后，李笑各立即对
患儿展开抢救，待患儿稳定后他又耐心地
给家属讲解注意事项，一切都安排好后才
告知家长补缴手续费。

11日下午，一名家长抱着5个月的孩
子来发热门诊就诊，家长排队心急如焚。
李笑各得知后，立即给孩子开通绿色通
道，让家长带孩子首先到诊室就诊，给孩子
开完退热药后，便与护士沟通给孩子做核
酸采样，之后让家长带孩子到隔离病房等
候，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

自1月8日接诊，李笑各一直在发热门
诊坚守到10日晚上10时。短暂休息后，他
又立即返回到工作岗位继续“战斗”。

为方便和患儿家长及时沟通，避免因
疫情防控期间家长焦虑盲目带孩子就诊造
成交叉感染。他还建立了近千人的家长交
流群，不论白天还是夜晚，看到信息定会及
时回复。

昼夜奋战，虽很疲惫，但李笑各却说，
在防控疫情的大链条中，“发热门诊”是关
键一环，必须严防死守！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防护面屏里
蒸腾汗水凝结的雾气、频繁消毒到已蜕皮
的双手、肿胀的双腿、满脸的勒痕……李笑
各说：“为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这一切都
是值得的。”

战“疫”一线的特殊“快递员”
——记奔波在津南区的核酸检测样本转运员刘继坤

坚守疫情防控“哨点”
——记津南区小站医院发热门诊儿科医生李笑各

刘继坤正在转运核酸检测样本。

昨日，我市从市直机关和市属事业单位再次抽调2300名党员干部支援津南区疫情防

控工作。图为傍晚，党员干部集结前往津南区。

本报记者 潘立峰 摄

市第三中心医院派出

经验丰富的医生支援津南

医院。图为1月18日，产

科医生李晓晔（抱孩子者）

与同事为产妇接生，母子

平安。

本报记者 王倩

通讯员 陈颖 摄

津南医院医务工作

者坚守岗位，为群众提

供就医诊疗服务。图为

产科医生张克伟在门诊

接诊。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本报讯（记者 韩雯）日前，我市公安机关通报四起
“涉疫”违法案件。对各类涉疫情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
暴力阻碍防疫工作人员和公安民警依法执行职务的，公
安机关坚决依法严肃查处。

案例一：13日，一男子驾车在津南区防疫管控区域内，拒
不服从工作人员管理，并驾车闯卡。随后，被公安津南分局
抓获。经查，该男子王某某（26岁）对阻碍执行职务的事实供
认不讳。公安机关决定对王某某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处罚。

案例二：16日，一女子驾车驶入京秦高速蓟州区许
家台收费站时，拒不遵守防疫规定，驾车强行冲撞收费站
闸杆，将一名执勤交警腿部撞伤。公安蓟州分局以涉嫌
袭警罪决定对刘某某（50岁）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案例三：16日，津南区一男子拒不执行封控区防疫
措施，擅自离家外出，并无视劝返指令，辱骂抓伤执勤民
警，被民警当场控制。公安津南分局决定对该男子窦某
某（35岁）依法予以行政拘留处罚。

案例四：16日，公安河东分局查获一起违规带他人
开具离津证明的案件。据违法嫌疑人李某（女，46岁）交
代，其为天津站附近某快捷酒店经营者，为非法牟利，多
次为未住店外地人员违规开具入住酒店证明，并带领相
关人员持入住酒店证明前往社区开具离津证明。公安机
关决定对李某依法行政拘留十日。

公安机关通报四起“涉疫”案例

“我不担心”
——津南医院产科门诊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