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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联）2 月
13日，记者从珠海市妇幼保健
院获悉，该院将军山院区被改
造成珠海市新冠肺炎临时定
点收治医院，已基本具备收治
条件。

按照要求，作为珠海市卫

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及非重症确诊病例后备收治
点，市妇幼保健院将军山院区
应在2月中旬具备收治能力，3
个月内最多可收治580余人。

目前，除供氧系统和床边
负压等设施正待建设部门安排

验收外，将军山院区已基本具
备收治疑似病例能力。

2月12日，该院30余名医
护人员在将军山院区开展了一
次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应急处置
演练，检验了医院处置新冠肺
炎的应急救治能力。

珠海新增定点收治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将军山院区基本具备收治条件

本报讯（记者张帆）12日，
斗门区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关
于激励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人员的若干措施》，通过工伤认
定、职级晋升、入编等措施，关
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
员，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
题。

《若干措施》明确：在防控
一线表现优秀的人员可优先晋
升职级；承担疫情重点任务、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可一
次性单列增加绩效工资总量；
尚未入编的直接接触待排查病
例或确诊病例，承担诊断、治
疗、护理、医院感染控制、病例
标本采集和病原检测等任务的
一线医务防疫人员，各有关单
位应将符合条件的人员招聘为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单位已
满编的，由机构编制部门予以
统筹核增编制或员额。

在疫情防控人员的临时性

工作补助方面，《若干措施》明
确：对于直接接触待排查病例
或确诊病例，诊断、治疗、护理、
医院感染控制、病例标本采集
和病原检测等工作相关人员，
按每人每天300元予以补助；
对于参加疫情防控的其他医护
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每人
每天200元予以补助。参加疫
情防控的医护人员因履行工作
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的，应认定为工伤。

斗门以具体措施激励疫情防控一线人员

医务人员抗疫中感染算工伤

本报讯（记者何进）“您
好，这里是斗门防疫服务专
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
您？”“我人在广西，想回来上
班，到斗门后我要隔离几天，
找谁证明？”“我们小区花园，
有个散步的人总咳嗽，你们
能 不 能 派 人 来 查 一 下
他？”……2月 13日下午，在
斗门区防疫指挥部大厅内，
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键盘敲
击声不绝于耳。群众的电话
一个接一个打进来，工作人
员一一答复。

随着疫情的扩散，市民各
类相关疑问、诉求激增。1月
23日，斗门区防疫指挥部开
通了2条24小时防疫服务专
线，抽调30名人员回应市民
疫情诉求，答疑解惑。

防疫服务专线负责人赵
耀文说，对群众举报的各种问
题如聚众赌博，防疫服务专线
会移交纪委监委机关和公安
部门处理，并跟踪处理结果，
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
实。

据统计，截至2月13日，
防疫服务专线共受理群众来
电4000多次，其中涉及疫情
事项的来电397次。

斗门区防疫指挥部还开
发出疫情防控管理大数据系
统和市民健康信息申报等若
干小程序，可迅速、精准核查
外来人员资料，极大提高排查
效率。截至2月13日，斗门
区累计排查外地来斗门人员
12838人，落实防控4726人，
其中居家隔离4618人。

斗门开通两条防疫服务专线
24小时回应市民诉求

斗门防疫服务专线工作人员接听市民电话。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记者马涛）记者昨日
从香洲区居家养老“一键通”服务
中心获悉，该中心于1月20日提
供24小时电话助老服务，截至2
月11日，共向4194名长者传达
疫情防控信息及新年祝福，收到
832次来电求助，并为其链接资
源，解决困难。

香洲区居家养老“一键通”服
务是香洲区民政局为增进老年人
福利、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而开
展的民生工程。

目前，许多小区封闭，减少外
来人进入。独居、高龄、残疾长者
面临生活物资和药品短缺的困
境。2月9日，居家养老“一键通”
服务中心接到黄奶奶的求助电
话，称她的食物吃得差不多了，又
不敢出门买，问服务中心是否可
以协助购买。服务中心借助外卖
平台在黄奶奶指定的菜市场为她
购买食物，服务中心为她垫付跑
腿费。收到食物后，黄奶奶非常
高兴，连连感谢服务中心为自己
解决了头疼的问题。

受疫情影响，部分长者感到焦
虑、不安和紧张。2月10日，79岁
的独居老人谭奶奶致电服务中心，
哭诉自己买菜摔倒，家里的灯和水
壶坏了，心里很抑郁。服务中心联
系物业及当地居委会，安排工作人
员上门维修，居委会还为其送去相
关物资。谭奶奶表示非常感谢，称
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

据统计，服务中心共为52名
长者转介居委会、物业、商家、社
区卫生服务站，解决他们购买口
罩、蔬菜水果、药品等要求。

香洲区开展
24小时电话服务
为居家长者提供紧急支援

本报讯（记者刘联）2
月13日9时52分，广东省
卫生健康委公布，珠海市新
增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截至2月12日
24时，我市累计确诊病例
89例，累计出院24例，现
有在院病例68例。12日
全天新增疑似病人6例，现
有疑似病人16例。另悉，
截至目前，珠海累计治愈出
院27例。

新增确诊病例情况如
下：

病例88：冯某，女，50
岁，常住湖北省武汉市，为我
市2月7日确诊病例熊某的
密切接触者。冯某于1月
20日乘高铁从武汉到广州
南站，再乘坐私家车到横琴，
经横琴口岸到澳门与熊某
汇合，20日-26日在澳门游
玩，27日经拱北口岸进入珠
海后，即到香洲区湖北来珠
人员集中隔离点接受隔离，
7日作为熊某的密切接触者
被送到望海楼酒店隔离医
学观察，8日核酸检测阳性，
送中大五院隔离治疗。其
密切接触者已及时追踪到

并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病例89：余某，女，59

岁，常住湖北省武汉市。1
月19日，余某一家5人自
驾到珠海，在金湾区红旗镇
入住酒店，27日曾出现身
体不适，自行服药后缓解。
入住酒店期间无外出，日常
饮食由其儿子点外卖解
决。2月5日搬到红旗镇朋
友家（中珠山海间小区）居
住。5日-10日期间外出
一次到格林豪泰酒店对面
的大新市场买菜，其它时间
无外出，日常饮食由其儿子
点外卖或外出购买。患者
及其儿子外出期间均戴口
罩。11日自觉呼吸不畅，
由其儿子开车送到金湾中
心医院就诊，即转入中大五
院隔离治疗。其4名家人
作为密切接触者已送往集
中隔离点接受医学观察。

以上确诊病例在发病
期间主要活动的区、镇（街
道）和小区如下：

香洲区（1例）：狮山街
道望海楼酒店

金湾区（1例）：红旗镇
中珠山海间小区

截至2月13日

珠海累计出院27例

本报讯（记者钟夏）2
月13日晚间，丽珠集团发
布公告，称其子公司丽珠试
剂两项研发产品已进入国
家应急审批通道。

公告称，2月9日，丽珠
试剂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
研究所联合研制的新型冠状
病毒 IgM 抗体检测试剂
(胶体金法)、新型冠状病毒
IgG 抗体检测试剂（胶体金
法）已通过体外诊断试剂应
急审批答辩，并于2月11日
进入国家应急审批通道，待
取得注册证后即可展开量产
并加急投入临床一线使用。

据了解，新型冠状病
毒 IgG/IgM 抗体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主要针对
基层医疗机构缺少大型检
验设备，进行大规模检测

和筛查存在极大难度而研
发的，该产品能够在15分
钟以内出具检测结果，可
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早期筛
查诊断。

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
研究所和丽珠试剂共同申报
的科技部应急项目——新型
冠状病毒 IgM 抗体检测试
剂盒(酶联免疫法)也于 2
月 11 日正式进入国家应
急审批通道。 新型冠状病
毒 IgM/IgG 抗体检测试
剂盒（酶联免疫法）则主要为
临床提供了血清学的证据，
可与核酸检测方法联合使
用，从而为新冠病毒的诊断
提供更全面、准确的信息。
适合大规模筛查，可对疑似
和轻症病人进行排查。

检测更快速 结论更准确

丽珠产品进入国家应急审批通道

本报讯（记者马涛）记
者12日从香洲区获悉，该
区已组建起防疫支援总队，
816名在职人员将随时支
援疫情防控一线，以解决社
区防疫人手紧张的困难。

据介绍，香洲区防疫支
援总队下设9个大队，对应
支援9个镇街，防护用品由
香洲区统一调配。各支援
大队服从镇街统一调度指

挥，支援人员自行解决就
餐、交通等问题。香湾街道
防疫支援大队将队员分为
25个小分队，下沉到开放式
小区各卡口，全天24小时
值守；翠香大队将队员分成
13个小分队，分别到各自支
援的社区报到；前山大队将
队员分成17个小分队，重
点支援防疫工作任务较重、
人手相对紧张的社区。

香洲区组建防疫支援总队

816人下沉社区战“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