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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绿色通道”24小时专家在线值守
除封控区管控区外，社会面已连续3次阳性病例“零报告”

1月11日,“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二十九场新闻发布会在市
政府新闻发布厅召开，通报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最新进展情
况。截至1月10日24时，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03例。在全员
核酸筛查中，除封控区、管控区外，社会面已连续3次阳性病例零报告。
下一步，我市将在主城区持续开展核酸检测“大起底，大筛查”工作。
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辉 王红/文 丁友明/图

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03例
统计显示，截至 1月 10日 24

时，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03例（其中，二七区47例、中原区
27例、管城区 14例、高新区 6例、
航空港区4例、金水区4例、郑东新

区 1例），均为普通型或轻型。全
部在封控区、管控区重点人群筛查
时发现。1月 10日新增确诊病例
11例（二七区 5例、中原区 2例、管
城区1例、高新区3例）。

社会面连续3次阳性病例“零报告”
按照“群众白天检、机器不停

转”要求，我市坚持边采、边送、边
检、边报。目前，我市已累计核酸
检测5140.6万人次。其中，第四轮
全员核酸共检测1188.9万人，确诊
13人；第五轮市内9区全员核酸检

测724.9万人，已确诊5人。第六轮
市内9区全员核酸检测1月11日上
午9:00开始，当日15:00结束。

在全员核酸筛查中，除封控
区、管控区外，社会面已连续 3次
阳性病例“零报告”。

主城区将持续开展核酸检测“大筛查”
统计显示，自 1月 4日上午开

始至 10日 15时，郑州市共组织开
展了 4轮全员、5轮重点人群核酸
检测，共筛查 4816.9379万人次。
从最后一轮筛出病例看，目前病例

均处于管控范围，各县（市）未筛出
阳性病例。下一步。我市将在主
城区持续开展核酸检测“大起底，
大筛查”工作，高效排查潜在人群
感染者，尽快阻断传染源。

核酸检测采样点开辟学生“绿色通道”

全市多轮次核酸检测既要速
度更要温度。据介绍，从 1月 10
日开始，郑州中小学再次启动线
上教学。为避免核酸检测影响
学生正常学习，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以人为本，立即优化核酸检测
方案，要求各核酸检测采样点开

辟学生“绿色通道”，把检测时间
放在课余时间，让学生学习检测
两不误。

在接下来的全员核酸检测过
程中，我市将持续听取群众意见建
议，从群众方便、群众满意出发，做
到温情服务。

全市已集中隔离8525人、居家隔离57458人

本轮疫情中，我市坚持边流
调、边管控、边隔离，不断提高流
调报告报送速度和质量，确保在
最短时间内精准锁定密接、次密
接人员。

按照每万人不少于 20间隔离
用房标准，以县市区为单位，分别
筛选不少于1500间隔离用房，按照

投用、改造、增补“三个一批”，确保
房间等人、随调随用。目前，我市
已使用隔离酒店 80家、隔离用房
9780间，备用 10家 1011间。集中
隔离8525人、居家隔离57458人。

此外，我市在加快 5000套隔
离用房建设进度，预计4月份建成
投用。

“红码”“黄码”人员需及时向社区报告

我市疫情防控始终按照“抓早
抓小”“快速响应”的工作要求，用
“快刀”锁定传染源，用“牛刀”切断
传播链，力争用最短时间遏制住疫
情蔓延。当前，我市正处在疫情防
控的关键期，疫情复杂多变。广大
市民需要继续坚持坚守、自觉自律，

积极配合做好流行病学调查、核酸
检测、隔离管控等各项防控工作。

在此，提醒健康码被赋“红
码”“黄码”的市民朋友，不要过度
紧张和焦虑，请按照短信提示，及
时向所在社区报告并进行核酸检
测，尽早排除风险。

外卖取餐需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为应对当前严峻复杂的新冠

肺炎疫情形势，坚决阻断疫情扩散
蔓延，1月 8日起，全市各级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在严格落实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工
作，减少职工聚集。从 1月 8日中

午 12时起，全市餐饮场所暂停堂
食，可提供到店自取、外卖订餐服
务。加强取餐和外卖管理，严禁取
餐人员进入经营场所，所有从业人
员、取餐人员必须严格落实戴口
罩、“1米线”等防控措施。

公路入郑人员无有效核酸检测证明将被劝返

我市明确规定：1月 10日 8时
起，对所有自公路入郑车辆司乘人
员测量体温，查验健康码和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或体
温异常人员按疫情防控流程落实
相应管控措施，无有效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将被劝返。

目前，全市离郑公路卡口均设
立有“交通服务站点”，131个交通
卡口24小时值守，对所有的司乘人
员严格落实测温、健康码、核酸检测

结果查验，对居住地、工作单位不在
郑州市的人员，无有效核酸证明的
原则上劝返，对本市居民或工作单
位在郑的入郑车辆人员，健康码和
体温异常的，由“交通服务站点”联
系司乘人员居住地社区接回，并落
实相应管控措施；健康码、体温无异
常但无有效核酸证明的，联系居住
地或工作单位，督促其先进行核酸
采样，再返回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核
酸检测结果出来前居家不外出。

市区35条主干公交线路正常运营

为加强交通管控，我市暂停进出
郑州市的班车客运、旅游客运、包车
客运、定制客运等客运服务，暂停城
际网约车，市区出租车、网约车运营。

为持续强化疫情防控，1月
10日，我市对市区公交、地铁运
营进行了调整，市区 35条主干公
交线路正常运营，在封控区、管

控区、防范区采取跳站措施；除
主干线路外，凡途经封控区、管
控区、防范区的公交线路一律暂
停运营；途经封控区、管控区、防
范区内的地铁全部跳站运营，载
客率不超过 50%；所有乘客须健
康码绿码，并持有 48小时内有效
核酸阴性证明方可进站、乘车。

出租车网约车单双号限行
今后，市区出租车、网约车采

取单双号限行运营措施，车牌号尾
数是单号的单日上路运营，尾数是
双号的双日上路运营。所有出租
车、网约车不得出市营运，不得进入
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内运营，网约

车平台禁止向进出以上地区的网约
车派单。强化营运车辆、司乘人员健
康管理，营运前司机自测体温，执行
一客一消毒、一客一通风、全程佩戴
口罩等措施。市民乘坐出租车、网约
车，要配合落实扫码、戴口罩措施。

全市非生活必需场所一律暂时关闭
我市规定，除与居民生活密

切相关的商超、便利店、面包房、
农贸市场、医疗机构、银行、办事
大厅正常营业外，其他非生活必

需场所一律暂时关闭，例如美容
美发店等。并且，所有正常营业
的场所，必须严格落实通风消杀、
扫码测温、错峰、限流等措施。

共同监督三区“出户、出区、出圈”违规行为

为早日战胜疫情，建议居民群
众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活动，无事居
家不外出、不串门、不聚集，非必要
不离郑、不出省，进一步减少传播
渠道，降低感染风险。也请居民群
众对您居住的小区、去过的场所和

单位落实防控措施情况进行广泛
监督，对封控、管控、防范区内人员
擅自“出户、出区、出圈”等违规行
为进行监督，对外地返郑人员主动
向社区报告，确保我市各项防控措
施在各个方面都能落实到位。

“郑好办”App增设多项疫情防控服务

疫情下，为了满足不同群众
就医需求、护佑每一个生命，1月
8日，“郑好办”App紧急上线了
“孕产妇绿色通道”和“看病就医
一件事”，向市民群众提供便捷的
线上问医就诊服务。

同时，为了更加方便市民，我
市对“郑好办”App“疫情防控服务”

专区进行了升级迭代。聚合了“通
信大数据行程卡”“疫情风险等级
查询”“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等国务
院小程序的疫情防控服务，接入了
郑州发布与郑州市政府疫情防控
专栏，及时同步更新最新政策通
知，新上线了“隔离期间健康打
卡”“隔离诉求管理”等功能。

“孕产妇绿色通道”24小时专家值守

据介绍，“郑好办”App上线的
“孕产妇绿色通道”主要有孕产妇
绿色通道、新生儿绿色通道和孕期
咨询三个功能，选择相应的功能
后，系统会自动获取身份证、姓名、
地理位置信息，市民只需选择所处
区域类型（封控、管控、防范、其他）
和症状（腹痛、出血、破水等）即可，
提交后，由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成立
的 24小时专班医生，在第一时间
根据优先级高低进行就医指导或

救治服务，形成了一套紧急上报、
快速响应处理的全流程服务模式，
确保孕产妇和新生儿的紧急需求，
能够第一时间响应。遇到紧急情
况，专班医生会通过内部专线直接
联系120安排患者就医，“点对点”
闭环接送到医院。

截至1月10日19时30分，“孕
产妇绿色通道”共收到 852条信
息，已处理849条，其中包含202条
孕产妇、新生儿的紧急求助信息。

“看病就医一件事”
提供线上就诊

“郑好办”App上线的“看病就
医一件事”主要有“在线问诊”和
“护理到家”两个功能，市民在点
击“在线就诊”后即可与在线医生
进行视频问诊、电话问诊和智能
导诊，足不出户就可随时随地咨
询医生，接受规范的诊疗和送药
到家等服务。对有特殊需求的家
庭，如卧床老人、孕妇、新生儿等
情形，可通过“看病就医一件事”
选择“护理到家”服务，市中心医
院将根据市民需要提供上门护理
服务。截至1月10日18：00，在线
问诊访问人数 13736人，建档 185
人，护理到家访问量1100人。

进口冷链食品
集中检测、集中消杀

我市持续扎紧冷链物流“口
袋”，基本实现了闭环管理零缺陷、
病毒消杀零死角、核酸检测零遗
漏、高危食品零失控、从业人员零
感染的防控目标。

针对进口冷链食品，我市坚
决落实集中检测、集中消杀、集中
存储、集中赋码“四个集中”要求，
严格执行各项制度措施，按规范
做好提前报备、入仓核审、预防性
消毒、抽样检测、出库赋码、人员
防护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目前，我
市两个进口冷链食品监管仓均升
级了管控措施，仓内实行封闭管
理，工作期间集中住宿，实行“N+
7+7”管理模式，对直接接触进口冷
链食品的高风险岗位人员每两天
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每天对场地进
行2次消杀。截至目前，我市已累
计集中检测3.1万车、77万吨进口
冷链食品；对检测出的涉疫阳性事
件，均妥善进行了处置。

“敲门行动+上门服务”
为特殊困难群体建立台账

为高效率、高质量完成全员
核酸检测工作，连日来，郑州在全
市开展“敲门行动+上门服务”活
动，切实做到核酸检测“不留死
角、不落一人”，更好地关心关爱
行动不便的特殊困难群体，隔离
疫情不隔离爱。下一步，我市将
把已经掌握的特殊困难群体建立
台账，指定专人负责对接联系，在
今后的疫情防控和群众帮扶工作
中继续提供精准服务。

居民参加核酸检测采样

为学生开辟“绿色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