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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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电 为进一步指导
全国科学规范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诊断和
医疗救治工作，在组织专家对
诊疗方案进行修订基础上，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
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23
日公布。方案涉及冠状病毒
病原学特点、此次疫情的临床
特点、病例定义、鉴别诊断、病
例的发现与报告等方面内容，
给出了包括中医治疗在内的
治疗方案。

根据方案，冠状病毒对热
敏感，56℃ 30 分钟、乙醚、
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
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

效灭活病毒，氯己定不能有效
灭活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患者的临床表现为：以发热、
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鼻塞、
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少见。约
半数患者多在一周后出现呼吸
困难，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
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
和出凝血功能障碍。值得注
意的是，重症、危重症患者病
程中可为中低热，甚至无明显
发热。部分患者起病症状轻
微，可无发热，多在 1周后恢
复。多数患者预后良好，少数
患者病情危重，甚至死亡。

方案提出，疑似及确诊病
例应在具备有效隔离条件和

防护条件的定点医院隔离治
疗，疑似病例应单人单间隔离
治疗，确诊病例可收治在同一
病室。危重症病例应尽早收
入 ICU治疗。方案给出了一
般治疗、重症、危重症病例治
疗的原则和方法，以及中医辨
证论治的4个具体治疗方案。

方案还提出解除隔离和出
院标准以及患者转运原则：体
温恢复正常 3天以上、呼吸道
症状明显好转，肺部影像学显
示炎症明显吸收，连续两次呼
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采样
时间间隔至少1天），可解除隔
离出院或根据病情转至相应科
室治疗其他疾病。运送患者应
使用专用车辆，并做好运送人
员的个人防护和车辆消毒。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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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电 毗邻武汉的
湖北省鄂州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3日发布公告，自 23日 11
时 20分起，全市铁路车站通
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

通知。
同时，自 23日 16时起，

鄂州市所有公交车、道路客
运班线车、旅游包车、农村客
运车辆、渡口渡船暂时关闭
停运。

新华社电 黄冈市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工作指挥部 23日下午发布
1号通告说，自 2020年 1月
23日 24时起，黄冈市区公
交、长途客运暂停运营；城
铁站、火车站离开黄冈市区
通道暂时关闭，无特殊原
因，市民不要离开市区。恢
复时间另行通告。

为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
径，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指挥部提出，即日起，在黄冈
市区所有进出城道口，依法
依规对过往车辆及人员实施
疫情排查防控，不漏一人一
车。对进出城人员进行体温

检测，对有发热症状的患者
及时安排到指定医疗点进一
步检查和治疗；对同车密切
接触人员安排到指定地点观
察。对进入黄冈的交通工具
所搭载的动物进行检查，严
厉打击非法携带、运输、贩卖
动物的行为。黄冈市区所有
影剧院、网吧和室内公共文
化、旅游及娱乐场所暂停营
业；黄州区中心市场实行休
市管理。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1月 21日通报，黄冈市新增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
例12例（其中医生1例、护士
4例）。

新华社电 为全力做好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交通运
输部 23日发出紧急通知，要
求暂停进入武汉的道路水路
客运班线发班和进入武汉市
的省际、市际包车客运业务，
严格管控营运车船驶离武
汉，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应急
物资运输保障准备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要立即通知本地
汽车客运站、客运码头经营
者和道路水路客运经营者，
暂停进入武汉的道路水路客
运班线发班，并做好已售客
票免费退票和解释说明工
作。对途经武汉的其他道路
客运班线，要立即调整运行
路线绕行武汉，坚决禁止进
入武汉上下客。前往武汉途
中的营运车船，要立即组织
载客返程，并不得向旅客再
行收费；旅客不同意返程、提
出在武汉市域外下车的，要

按照解释到位旅客自愿的原
则，在安全地点停靠下客。

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要立即通知属地
包车客运企业暂停申请进入
武汉的省际、市际包车客运
业务，同时要暂停审核发放
进入武汉的省际包车客运标
志牌，湖北省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要部署属地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立即停止审批进入武
汉的市际包车客运业务。

严格管控营运车船驶离
武汉。所有在武汉的营运车
船，要严格按照武汉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的部署安排，督
促司乘人员配合当地落实体
温检测、营运车船消毒、通风
等防控措施，严禁载客驶离
武汉。对准予空载离开武
汉、返回属地的营运车船，要
按照卫生健康部门的要求对
驾驶人员采取必要的隔离措
施，相关情况及时向属地交
通运输、卫生健康部门报告。

无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病例增加
并出现了聚集性病例和无武汉旅行史的确诊病例

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

新型冠状病毒对热敏感

重症病例救治要重点关注
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人群

暂停进入武汉
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发班和包车客运

黄冈暂时关闭出城通道

鄂州暂时关闭铁路车站通道和公交客运

新华社电 湖北全省县级
以上公共文化场馆暂时关闭，
全省各旅行社暂停经营活动、
不再组团招客，已经组团的一
律取消或延期……这是 23日
晚召开的湖北省政府首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
布的。

据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副厅长徐勇介绍，全省近期

进一步严格控制文化和旅游
活动提出 6条措施：各地各单
位人员聚集的文化演出活动
一律暂停或取消；全省县级
以上公共文化场馆暂时关
闭；全省A级景区、星级饭店
人群聚集活动一律取消；全
省各旅行社暂停经营活动，
不再组团招客；已经组团的
一律取消或延期，并及时妥
善处置游客退团退费问题；

加强文化旅游系统直属单位
的自我管控，武汉市辖区内
单位人员不出武汉，其他地
市要从严落实当地防控指挥
部的规定要求。

徐勇说，1月 21日，已对
全省所有旅行社组织的出境
游、出省游、接待境外游、接待
省外游团队和人数信息摸
排。同时，加强了对已出境团
队信息的跟踪。

湖北六方面举措严控文旅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