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晚，郑州市召开全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三
十五场新闻发布会，11月
25日零时到29日24时，
郑州市将用5天时间打一
场疫情防控歼灭战。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汪辉 王红

据介绍，郑州当前疫情
处于高位震荡阶段，每日新
增社会面病例依然较多，疫
情弥漫性分布，涉及全部县
市区，呈现中心城区持续进
展、外围区域上升态势，加
之人员流动性增加，社会面
传播风险增大，疫情形势复

杂多变。
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坚持“动态清零”不动
摇，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结
合郑州疫情防控形势，11月
25日零时到 29日 24时，郑
州市将用 5天时间打一场

疫情防控歼灭战，在郑州主
城区（市内八区）进行流动
性管理，用 5天时间打一场
“拔点清面”的攻坚战。

在这5天里，建议广大市
民遵守疫情防控要求，高风险
小区单元居民足不出户，其他
区域居民非必要不外出。

为尽快实现社会面“动
态清零”，最大限度降低疫
情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1月 25日至 29日，郑州市
主城区（中原区、二七区、金

水区、管城区、惠济区、郑东
新区、高新区、经开区）每天
开展一次核酸筛查。本次
核酸筛查坚持“应检必检、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请辖

区居民按照所在街道、社区
安排，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
提下，分时段有序参加，对
高风险区及居家隔离人员
继续入户采集。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群众的就医保障，我市公立
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
常接诊，畅通急危重症患者
就医绿色通道。血液透析、
肿瘤放（化）疗以及其他需要
维持定期治疗的患者，疫情

期间在原就诊医院诊疗服务
不中断。慢性病、老年患者，
视患者病情，处方用量可延
长至 12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乡镇卫生院已开通公
布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为
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

病以及需拔除引流管、换药、
拆线等患者，提供常规诊疗
及药品配送服务。

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除急诊外所有普通门诊、发热
门诊、专科门诊、专家门诊全面
实行预约诊疗、分时段就诊。

针对应急状态下疫情
防控实际，我市明确要
求，医疗机构应进一步提
升发热门诊和急诊科收
治能力，建立急危重症患
者救治绿色通道，核酸检

测 和 医 疗 救 治 同 步 进
行。为孕产妇、老年人、
儿童设立就诊绿色通道，
提供人性化服务；3 岁以
下婴幼儿等特殊人群进
入医疗机构可免予查验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医疗机构不得以疫情

防控、环境消杀、业务用房
紧张、抗原阳性或无核酸检
测结果等原因，拒诊、推诿
或延误治疗。

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城市
水、气、暖、通信、电力等运营稳
定和服务高效便捷，疫情期间，
市民可通过企业公众号、微信、
支付宝、电子银行等在线服务

方式进行缴费；对于无法使用
线上支付或者须线下圈存的，
由物业公司和保供企业定时集
中代办，同时实行“欠费不停
供”政策，保证用户正常使用。

目前，全市各公用单位已制
订完善的应急预案，市民和用户如
有缴费、故障、投诉等问题可随时
拨打24小时服务电话，相关保供
单位将及时提供线上、线下服务。

在本次集中核酸筛查期
间，我市将在严格执行防疫要
求的前提下，切实保障广大
市民的生活需求。其间，居
民生活物资采购有线上、线
下两种渠道。其中，各保供
单位都可以提供网上购买服
务，市民可在 APP下单、创建

订单接龙等方式，进行线上
物资采购。同时，符合疫情
防控要求的农贸市场、生活
超市、药店等保供末端网点
均正常营业。

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
动，建议广大市民在集中核酸
筛查期间，选择线上渠道购买

生活物资，并提前进行采买，同
时适度增加储备量。11月 25
日至 29日，确有特殊需求的市
民，每户每天 1人凭 24小时核
酸阴性证明，可外出 1小时购
买生活物资，外出时须全程佩
戴好口罩，做到“家—超市—
家”点对点出入。

在本次集中核酸筛查期
间，为防止生活物资保供“最后
一百米”出现梗阻，各小区都要
增加一线保供力量，并结合实际
情况采取不同的末端配送模式：
其中，无高风险单元小区由居民

自行提取。有高风险单元小区，
分两种情况进行配送。一是风
险单元内足不出户的居民，由社
区按防护要求配送至家门口。
另一种是风险小区可以出户但
不能出院的居民，由社区消杀后

安排居民错时领取。
对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

残疾人和不会使用手机线上
下单的居民等特殊群体，社区
保供专班将安排专人上门进
行服务。

市、区都开通了保供热线，
并组建保供热线接听、处置专
班，确保热线 24小时畅通，随
时接听居民反映的生活物资需

求，第一时间协调解决。
为保证生活物资价格稳定，

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进行严格
的执法检查，市民发现哄抬物

价、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可拨
打 0371- 12315消费者投诉热
线，或登录“郑在抗疫·急难愁盼”
媒体助郑平台进行举报投诉。

为进一步加强来郑返郑人
员健康管理，更好地保障广大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所有来（返）郑人员，均需提
前向社区报备。

据介绍，对所有来（返）郑

人员，将在健康码扫描页面显
示“来（返）郑不满 5天”标记提
示。此类人员完成“落地检”后
允许乘坐交通工具，5天内不得
进入餐饮服务（含酒吧）、购物
中心（含百货店）、超市卖场、菜

市场、美容美发、洗（足）浴、室
内健身、歌舞娱乐、游艺厅、网
吧、密室剧本杀、棋牌室等公共
场所；5天内完成3次核酸检测
且结果均为阴性，健康码扫码
页面标记提示取消。

用5天时间打一场“拔点清面”攻坚战

核酸筛查坚持“应检必检、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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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除急诊外全面实行预约诊疗

3岁以下婴幼儿就医可免予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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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保障

确有特殊需求每户每天1人可外出1小时购物

特殊群体生活保障由社区安排专人上门服务

市、区两级保供热线确保24小时畅通

所有来（返）郑人员需5天内完成3次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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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
城市管理服务热线：12319
市自来水公司：67680000
华润燃气：68855777
市热力集团：68890222
中国联通：10010
中国移动：10086
中国电信：10000
郑州供电：68806880

市民朋友们：
当前，我市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11月22日，新增阳性病例813例，其中社会面新增

282例，今日截至20时，已发现初筛阳性996例。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传播速度快、传染
力强、隐匿性强的特点，加之不断增长的人流物流，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最紧要
的关头。为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守护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坚决贯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和优化防控
工作二十条措施要求，决定自11月25日零时起至11月29日24时，在郑州市主城区（中原
区、二七区、金水区、管城区、惠济区、郑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每日开展核酸筛查，其间减
少人员流动。

一、自觉参加核酸筛查
坚持“应检必检、不漏一户、不漏一人”，11月25日至11月29日，每天开展一次核酸筛

查。请辖区居民按照所在街道、社区安排，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分时段有序参加；对
高风险区及居家隔离人员继续入户采集。

二、自觉做到非必要不外出、减少流动
高风险区居民要严格落实“足不出户、上门服务”。中心城区各小区封闭管理，市民原

则上居家，非必要不出户不出小区，非必要不离开中心城区。确需离开的由居住地所属社
区开具证明，持健康码绿码、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出行。域外来（返）郑人员，需提前
进行报备，如实提供行程，查验健康码、行程码和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抵达后须严
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参加疫情防控、医疗卫生、应急抢险、物资保供、机关值班、外卖快
递、水电气暖等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工作人员和纳入“白名单”管理的企业员工，实行临时
集中居住、集中筛查、闭环管理。其间，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执行医疗救护、抢险救灾、应
急处置等特种车辆，公交、群众就医、出租（网约）车、新闻媒体，可以上路通行。乘客须严格
落实扫码、测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并出示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三、全面做好居民生活保障
组织保供单位、大型商超直供，及时配送有关物资，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街道、社

区将建立服务保障队伍，设立服务热线，及时响应居民诉求。倡导居民简约生活、网上购
物，实行无接触配送。对居家隔离、健康监测和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群体，组织
志愿者服务队将基本生活物资送至家门。各类符合防疫要求的市场、商超、餐饮企业等保
供生产经营主体加强物资调配，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四、全力保障群众就医需求
严格执行《河南省关于保障疫情期间群众紧急就医需求六项规定》，在郑各级医疗机构

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诊、延误救治急危重患者。社区将与医疗机构、药房等建立联动机
制和直通热线，保障居民治疗、用药等需求；为产检生育、血液透析、肿瘤诊治、老年人、儿童
等特殊人群就医提供优质便捷服务，由社区安排车辆“点对点”闭环接送。

五、积极开展关爱活动
认真及时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愁盼和疫情防控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带着责任、带着感

情、带着情怀，因地制宜开展帮扶救助、人文关怀、心理疏导、政策宣讲等活动，强化困难群众
兜底保障、急难临时救助、特殊困难人员照料服务等，以实事好事送温暖、送关爱、送真情。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共克时艰，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离不开每位市民的参与配合。让
我们每个人守好个人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共筑城市家园的安全屏障，共同为11月29日24时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而努力。

再次感谢市民朋友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谢谢大家！
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2年11月23日

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致全体市民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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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召开疫情防控第三十五场新闻发布会

11月25日～29日 全市集中打一场疫情“拔点清面”攻坚战
城市水、电、气、暖实行“欠费不停供”保供热线确保24小时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