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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预防与控制工作，有效
降低病毒在医疗机构内的传播
风险，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
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3日发
布《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一
版）》，医疗机构应储备充足的防
护物资，如隔离衣、眼罩等，做好
医务人员个人防护。

据了解，该《技术指南》是结
合目前掌握的新型冠状病毒病
原学特点，在已有的医疗机构内
感染防控相关制度、标准和规范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细化形
成，共包括感染防控的基本要
求、重点部门管理、医务人员防

护、加强患者管理4方面内容。
指南要求，医疗机构应当规

范消毒、隔离和防护工作，储备
质量合格、数量充足的防护物
资，如消毒产品和医用外科口
罩、医用防护口罩、隔离衣、眼罩
等防护用品，确保医务人员个人
防护到位。在严格落实标准预
防的基础上，强化接触传播、飞
沫传播和空气传播的感染防
控。正确选择和佩戴口罩、手卫
生是感染防控的关键措施。

同时，要关注医务人员健
康。医疗机构应当合理调配人力
资源和班次安排，避免医务人员
过度劳累。提供营养膳食，增强
医务人员免疫力。针对岗位特点

和风险评估结果，开展主动健康
监测，包括体温和呼吸系统症状
等。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医务人
员健康地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指南还要求，加强患者就诊
管理。医疗机构应当做好就诊
患者的管理，尽量减少患者的拥
挤，以减少医院感染的风险。发
现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的患者时，依法采取隔离或者
控制传播措施，并按照规定对患
者的陪同人员和其他密切接触
人员采取医学观察及其他必要
的预防措施。不具备救治能力
的，及时将患者转诊到具备救治
能力的医疗机构诊疗。

据新华社电

记者23日从工信部获悉，根
据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要求，
23日凌晨，工信部已经安排中央
医药储备向武汉市紧急调用 1
万套防护服、5万套手套。

工信部召开会议，对全国工
业和信息化系统作总动员，各机
关、生产企业克服各种困难，全
力复工复产。同时建立重点企
业生产临时调度制度，推动建立
疫情防控物资国家临时储备，协
调各方面做好原料供应、物资保
障等工作，主动对接需求，提前
启动防控药品准备工作，竭尽全
力保障湖北防控物资需求。

工信部同时召开电商平台

疫情物资供需对接座谈会，目前
已建立重点企业临时生产调度
机制和重点生产企业临时调度
制度，帮助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
存在的原材料供应、物流等方面
的问题，并提出电商平台企业要
发挥自身渠道优势，千方百计优
化货源，行业协会要加强对本行
业物资储备、生产情况的摸底工
作，动员企业抓紧复工，工信部
相关司局发挥好牵头作用，建立
完善线上物资供需对接机制，协
调解决生产企业、电商平台遇到
的难题，全力保障春节期间防控
应急物资的供应。

据新华社电

为切实强化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相关防控工作，湖北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22日发
出通知，湖北成立由省委书记、省
长任指挥长的湖北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并成立专班统筹组织协调。

通知说，当前湖北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复杂，做好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刻不容缓。为深入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
湖北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各
地各有关部门在坚持和完善前
一阶段防控措施的基础上，要进
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建立疫情监
测“三道防线”、全力做好医疗救
治工作、加强密切接触者的跟踪
管理、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强化
源头管控、严肃工作纪律等，做
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
在湖北省成立疫情防控指

挥部的同时，通知还要求，各地
参照成立防控工作领导机构，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主抓疫情防
控工作，要把人力物力精力聚焦
到疫情防控上来，严格落实主要
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直接负
责、各部门分工负责的防控工作
责任制。

通知强调，要按照“依法依
规、属地管理、完善机制、合理应
对、依靠科学、有力有效、公开透
明、实事求是”的原则，进一步完
善防控方案，强化防控措施，责
任到人、工作到岗，履职必严、失
职必究。

此前，武汉市已成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 据新华社电

22日晚，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通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治有关情况时指出，当前防控工
作重点是控制人际传播，并减少
近距离接触导致的二次感染。

世卫组织新型传染病和动
物传染病代理负责人玛丽亚·范
凯尔克霍弗介绍说，对于感染源
是否是动物以及可能有哪些动
物，目前还在调查中。新型冠状
病毒的人际传播能力仍未可知，
但已知可通过近距离接触传播，
如在家庭成员之间和医疗机构
中传播。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
迈克尔·瑞安说，世卫组织各部
门已全面启动疫情应对行动，当
前工作重点是控制人际传播，减
少近距离接触导致的二次感染，
预防可能导致病毒快速扩散的
事件，以及预防病毒进一步跨国
传播。

瑞安说，关于新型冠状病毒
的未知点仍很多，包括病毒传播
特点、疫情传播确切范围以及感
染者临床病症严重程度等，找出
具体动物传染源以及减少人暴
露于传染源的风险都至关重
要。世卫组织各成员国都需尽
早确认疑似、高度疑似以及确诊
病例，并实施隔离。世卫组织正
提供相关检测设施和治疗标准。

对于已确诊患者情况，瑞安
介绍说，目前在中国已报告的确
诊病例中，约72%感染者年龄在
40岁以上，约64%为男性，约40%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
病等其他基础病症，但据此对感
染者年龄分布等下结论还需谨
慎。

范凯尔克霍弗说，目前还很
难区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流
感，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范
围可能更大。 据新华社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3日
发布《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重症病例医疗救治
工作的通知》，并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症、危重症
病例诊疗方案（试行）》，要求各
地高度重视重症病例医疗救治
工作，重点关注老年人和有基
础疾病的特殊人群，密切观察
病情变化。

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落实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
源、集中救治”原则，安排最强有
力的医疗力量和医疗机构进行
医疗救治。要进一步充实发热
门诊、急诊和呼吸、重症等重点

科室力量，加强人员药品物资保
障。

通知强调，要加强对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培训，提高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早期
识别和鉴别诊断能力，重点关注
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特殊人
群，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相关医疗机构要成立重症病
例医疗救治工作组，按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症、危重
症病例诊疗方案（试行）》要求，
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积极防治
并发症，及时进行器官功能支
持，最大限度降低病死率。

重症病例应当尽快转运到

本辖区综合力量最强、具备呼吸
道传染病防护条件的医院，专车
转运，及时、科学、规范洗消；车
上工作人员要按规定防护。医
疗机构要加强院感防控培训，落
实岗位职责，严格执行消毒隔
离，科学实施个人防护措施。同
时，医疗机构要加强临床实验室
生物安全管理，尽最大努力避免
医院感染发生。

通知还强调，各省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要及时按程序报告
本地重症病例情况。各省份对
本地重症病例要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切实提高数据报送准确
性，防止错报漏报，杜绝瞒报。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3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 肺 炎 诊 疗 方 案（试 行 第 三
版）》，截至目前搜集到的病例显
示，无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
的病例在增加，并出现了聚集性
病例和无武汉旅行史的确诊病
例，而且在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发现了来自于武汉的无明确市
场暴露史的确诊病例。

根据该方案，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的医务人员发现符合病例定
义的疑似病例后，应立即进行隔
离治疗，并报告医疗机构相关部
门和辖区疾控中心，由医疗机构
在2小时内组织院内或区（县）有
关专家会诊，如不能诊断为常见
呼吸道病原体所致的病毒性肺
炎，应当及时采集标本进行病原
检测。疑似病例连续两次、且采
样时间至少间隔1天的呼吸道病
原核酸检测呈阴性，方可排除。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3日说，
中方将会继续本着公开、透明和
对全球卫生安全高度负责的态
度，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
国家和港澳台地区通报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同他们
保持密切沟通。中方也相信世
卫组织的突发事件委员会能够
根据事实，对疫情作出科学、公
正、合理的分析和判断。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据报道，针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世卫组织
推迟就疫情是否构成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作出决定。中方对此
有何回应？是否认为世卫组织
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耿爽表示，北京时间1月22
日晚，世卫组织以电话会议的形
式，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召开首次突发事件委员会会
议。会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在记者会上并没有宣布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构成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据我了解，各方将就疫情
的研判和防控措施的调整继续
保持紧密沟通与协作。突发事
件委员会还计划举行第二次会
议。”他说。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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