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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打赢疫情防控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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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情况

珠海发现 1 例新冠确诊病例 6 例无症状感染者
1 月 14 日，珠海市举行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珠海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疫情防控最新工作进展情况。会上通报，因周边城市发生新冠
肺炎疫情，1 月 13 日，珠海市即时启动了大规模核酸检测，共采样 518362 份，发现 7 例新冠肺炎核酸初筛阳性，经珠海市疾控中心复采复核阳性，
基因测序初步判断为奥密克戎病毒。其中，1 例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6 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珠海市迅速调集精干力量开展疫情处置，第一时间科学精准、规范有序开展治疗、隔离、管控、
流调、消杀等各项工作，争取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稳控住疫情局势，将影响降低到最小。截至新闻发布会前，珠海市按照“应检尽检”的原则，加强
密接、次密接等的排查和管理，除已报告的 7 名阳性个案外，暂未报告其他个案。
珠海市副市长张晨通报了珠海最新疫情及防控工作开展情况，珠海市香洲区区长刘齐英、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局长徐超龙、珠海市商务局局长
沈岩、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梅文华回答记者提问。珠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庆平主持发布会。
□本报记者 宋雪梅 张映竹
2021 年 11 月初该变异株首次在南非 解决。
被检出至今，几乎蔓延到所有国家和地
对涉疫区域内的困难群体、特殊人
区。奥密克戎主要引发的是无症状或 群加强关心关爱，对防范区内无住所、
轻症感染，由于奥密克戎症状较轻，发 无亲友投靠的人员，提供平价酒店住
据通报，7 例阳性个案均居住于珠 现更难、更易传播，这是疫情防控的难 宿，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提
海市香洲区南屏镇辖区。发生病例后， 点，所以我们要加快推进第三针“加强 供免费基本生活物资保障。香洲区还
珠海市已迅速核查上述人员在珠海的 针”
的注射。奥密克戎只是新冠病毒的 在市民热线“12345”的基础上，专门设
轨迹，对重点场所及人员进行排查和分 一个变异株，仍然是通过呼吸道进行传 立并公布了生活服务（18928085660）
类管控。对重点场所以及场所全部工 播，我们的常态化防控策略都是非常有 和医疗保障（19925556129）的专线手
作人员进行采样，并对场所进行终末消 效的，我国现有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 机号码，24 小时接听群众来电，确保群
毒。目前，阳性病例已全部转运至定点 和特异性也不受影响。
众生活能得到充分保障。
收治医院隔离治疗，密接及次密接已全
迅速开展不间断排查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精准防控
部管控到位，
初步流调溯源结果已出。
划定封控管控防范区域
呼吁市民减少外出非必要不离珠
确诊病例基本情况如下：
积极稳妥落实防控措施
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局长徐超龙表
杨某，女，53 岁，家住珠海市香洲
保障群众生活物资
区南屏镇将军山榕园小区，与儿子、儿
示，针对当前国内有多点疫情发生的形
媳同住，在南屏镇榕园幼儿园上班。从
据珠海市香洲区区长刘齐英介绍， 势，珠海作为陆路口岸日均出入境人数
1 月 8 日到 13 日，其主要在珠海市南屏 疫情发生后，香洲区在市委、市政府的 全国最高的口岸城市，疫情防控的压力
“外防输入、
镇活动，出行方式以公交车为主。活动 统一部署下，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设立 很大，一直以来珠海都坚持
轨迹涉及香洲区第二人民医院、
中山市 南屏镇前线指挥部，并从 13 日早晨开 内防反弹”，实施精准防控，毫不放松、
坦洲十四村市场、B3 路公交车从河排 始，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迅速开展不间断排查。
站到明珠中站往返。
在分级分类管控方面：一是把 7 名 作。针对此次疫情，珠海迅速采取精准
无症状感染者情况如下：
阳性个案的住所划定为封控区，即将军 防控措施。
无 症 状 感 染 者 ① ：梁 某 某 ，女 ，9 山榕园 2 栋、南屏十二村成丰园中 45
一是严格外防输入闭环覆盖管理，
岁，为香洲区广生小学四年级学生，家 号、拜瑞口腔公司宿舍楼、广生一街 73 充分利用大数据、健康码等“互联网+
住香洲区南屏镇十二村成丰园，与父 号，对以上区域实行
“封控隔离，足不出 监管”
手段，严格落实排查管控，细致做
亲、母亲、哥哥、爷爷、奶奶同住。其活 户，服务上门”管理措施，暂定 14 天，前 好各渠道来珠高风险人员管理，建立市
动轨迹涉及南屏镇十二村、广生小学、 7 天每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具体视疫 区两级流调中心，实行
“前台混编、后台
新都会芭哚艺术（南屏长巷路 212 号）、 情防控情况动态调整。二是把将军山 合署”，强化流调溯源，坚决做到早发
南湾国际花园。
榕园小区、南屏十二村成丰园小区、广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无症状感染者②：焦某某，女，39 生村划定为管控区域，实行
“不进不出，
二是做好内防反弹巩固防疫战果，
岁，为南屏拜瑞口腔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严禁聚集”管理措施，每天开展一次核 密切关注国内外疫情形势，动态调整防
工作人员，家住香洲区南屏镇屏西四 酸检测，原则上每户限定一人在指定时 控措施、细化落实防控举措，继续发挥
路。其活动轨迹主要是往返住家及工 间外出购置保障物资，暂定 7 天，具体 好社区
“网格化”
管理优势，持续抓好医
作地点，以及搭乘公交车到访广东恒企 视疫情防控情况动态调整。三是将南 疗救治，建立健全日常防疫机制，优化
会计培训学校（南屏环屏路 14-16 号）。 屏镇全域划定为重点防范区域，实行 完善应急流程，科学开展应急演练，在
无症状感染者③至⑥：
梁某某一家 “只进不出”
管理措施，每天开展一次核 守住细节、严防疏漏上下功夫。
四口，梁某某，男，36 岁，游艇司机，家 酸检测，具体视疫情防控情况动态调
为进一步做好精准防控，以最大的
住南屏镇广生一街，与老婆、两个孩子 整。目前管控区域秩序平稳。
防控力度阻击疫情，最大程度地减少对
同住，工作地点为香洲区野狸岛游艇码
在群众生活物资和就医保障方面： 市民的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珠
头。其孩子老大为广生小学四年级学 香洲区按照应急预案，成立了社区管 海市印发了《珠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生，老二在南屏镇榕园幼儿园就读。一 控、物资保障、医疗救治等工作组，确保 基层“十控”指引》针对“疫情常态化防
家人曾去中山坦洲探望外婆。
物资配送及时到位，群众就医需求能够 控”
“ 周边城市发生本土疫情的预警响
截至 1 月 14 日 17 时，我市共排查 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对于封控区内群 应防控”
和
“本土疫情应急处置”
等新冠
出密切接触者 1732 人，次密切接触者 众所需的生活物资，全部由香洲区街道 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不同情形，制定基层
2800 人。
干部点对点上门配送；
对于管控区内群 防控工作具体指引，实行分类处置。加
众所需物资，要求区域内商家随时根据 强顶层设计，强化统筹联动和专业技术
明确是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
居民需求增加库存，确保供应充足、价 支撑。
属同一传播链
中山坦洲发现一例新冠肺炎确诊
格平稳。对没有超市的区域，设立 3 个
目前正在抓紧开展病毒溯源工作
流动物资供应车，保障群众生活物资供 病例后，在珠海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
现场有媒体提问，疫情源头是否查 应。此外，对南屏全域已联系好各大商 下，按照“十控”的指引，珠海市卫生健
明，此次珠海病例感染的是哪种病毒 超加大商品供应，且不得违规涨价销 康局迅速采取
“预控”
的防控措施，启动
株、有何特点？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售；
对于向南屏区域运送生活物资的车 紧邻坦洲的香洲区南屏镇、前山街道、
心党委书记梅文华表示，流调显示病例 辆按照一车一证、一车一消杀、特许通 凤山街道，斗门区白蕉镇全员核酸检
感染来源不清，但目前发现的病例均在 行、严格报备等措施落实管理。
测，对发现的确诊病例立刻进行流行病
同一传播链，传染链条比较清晰。目前
此外，香洲区对于孕妇、重大疾病 学调查和医疗救治，对重点场所和重点
正在抓紧开展病毒溯源工作。
患者（比如透析、化疗等）实行“绿色通 人员进行了排查和分类管控，科学划定
梅文华表示，珠海目前确诊的阳性 道”机制，坚决不让一名有需要的群众 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目前各项防
个案经珠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基因测 耽误就医，目前香洲区已排查出管控 控措施都在进行中。
序 明 确 是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株 感 染 。 自 区内 9 人有特殊就医需求，均已妥善
徐超龙表示，当前，临近春节假期，

1 例新冠确诊病例
6 例无症状感染者
活动轨迹和密接判定情况公布

为尽量减少人员流动，防止疫情扩散，
我们呼吁市民近期尤其是春节期间减
少外出，非必要不离开珠海。在疫情期
间，如果市民有特殊的就医需求可以及
时联系市卫生健康部门，我们将及时提
供帮助和指引。

与澳方协商一致
及时调整珠澳口岸通关政策
采取严格防护措施
确保口岸通关畅顺安全
据珠海市商务局局长沈岩介绍，疫
情发生后，珠澳联防联控机制高效运
作，经与澳方协商一致，珠海市在 1 月
13 日下午发布通告，
对珠澳口岸疫情防
控措施进行调整。目前执行的政策是，
自 1 月 14 日零时起，
从珠海经珠澳口岸
到澳门人员须持 48 小时内有效核酸检
测阴性结果证明通关；
从澳门经珠澳口
岸到珠海人员措施不变，即从澳门经珠
澳口岸到珠海人员须持 7 天内有效核
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通关。
沈岩介绍，为加强经珠海口岸出入
境人员管控，确保口岸通关畅顺安全，
严防疫情通过口岸扩散蔓延，我们主要
采取了严格的防护措施。一是严格做
好口岸现场清洁消杀，每日对各口岸重
点区域至少进行三次消杀，并按有关要
求，严格做好涉疫废弃物资处置管理工
作。二是严格落实口岸工作人员个人
防护措施，要求口岸一线工作人员规范
穿戴防护服、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品，对
香港方向（包括入境旅检大厅和货车
道）的工作人员实行核酸检测隔天一
检，对在口岸现场工作的其他工作人员
实行核酸检测 7 天两检。三是持续加
大宣传引导力度，通过各类媒体、户外
广告等多种形式，提醒经珠澳口岸出入
境的旅客，在出行前检查粤康码，确认
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在 48 小时内。在抵
达各口岸后，主动出示粤康码及核酸检
测阴性结果证明，配合工作人员查验。
四是针对通关政策调整后，可能出现的
各类问题，增派一线工作人员力量，加
强口岸现场值守，确保第一时间在现场
解决。五是加强珠澳口岸沟通协作，珠
澳口岸管理部门建立口岸现场“点对
点”快速反应机制，及时协调联动处理
通关事宜。
沈岩介绍，目前，珠澳口岸通关安
全顺畅，秩序良好。建议广大市民和旅
客尽量不要前往人流量大的拱北口岸
地区，若确需出境前往澳门的市民和旅
客，请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尽量选
择通关人流量较少的横琴口岸、青茂口
岸、港珠澳大桥珠澳口岸等口岸通关。
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态
势，与澳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发布口
岸通关政策调整信息，切实做好口岸疫
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