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目前在院治疗患者99名
已有1400余张床位 有能力应收尽收

截至目前，从陕西出发的医疗队有11批 996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那么目前西安救治能力够用
吗？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西安有8家定点医院，总收治床位1400余张，已投入救治一线医护人员3800余名，西安医疗条
件、救治能力充足，完全有能力应收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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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2月
13日，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截
至2月13日10时，陕西新增4例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
例 53例。新增确诊病例中，西
安市 4例。陕西累计报告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229例（42例治愈
出院），其中输入性病例115例，
密切接触者100例，无明确接触
史病例 14例。累计确诊病例
中，西安市114例、宝鸡市13例、
咸阳市17例、铜川市8例、渭南
市 14例、延安市 8例、榆林市 3
例、汉中市21例、安康市22例、

商洛市7例、杨凌示范区1例，韩
城市 1例。全省现有疑似病例
304例。全省新增密切接触者
829人，累计13562人，均集中医
学观察。新增解除密切接触者
590人，累计解除密切接触者
7498人。

患者1，男，58岁，现居西安
高新区。1月 19日从上海市到
西安市，2月2日出现症状，自行
服药效果不佳。2月7日症状加
重到西安高新医院就诊，2月 8
日被转至西安市胸科医院。2月
13日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目前

在西安市胸科医院隔离治疗。
患者2，男，50岁，现居西安

市新城区，所居单元楼有确诊患
者（2月2日确诊患者13）。1月9
日从浙江省温州市到西安市，1
月10日至1月14日在多彩商城
有工作经历，1月 28日出现症
状，2月2日所居单元楼被隔离，
当天被转至华山医院就诊，当晚
被转至西安市胸科医院就诊。2
月13日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目
前在西安市胸科医院隔离治疗。

患者3，男，89岁，现居西安
市雁塔区，与2月8日确诊患者8

有密切接触史。2月9日出现症
状，2月10日到西安交通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就诊，被隔离治疗。
2月 13日被诊断为新冠肺炎。
目前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隔离治疗。

患者4，女，81岁，现居西安
市碑林区，与2月8日确诊患者7
有密切接触史。2月5日被隔离
观察，2月6日出现厌食症状，2
月11日被转至陕西省人民医院
就诊。2月 12日被诊断为新冠
肺炎。目前在西安市胸科医院
隔离治疗中。

本报宝鸡讯（记者王宝存）
喜讯再次传来。2月13日上午，
经宝鸡市新冠肺炎医疗专家组会
诊认定，宝鸡市中心医院两名新冠
肺炎患者符合国家卫健委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标准，准予

解除隔离出院。目前宝鸡市治愈
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已达七例。

在隔离病区治疗期间，医护
人员严格遵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诊疗指南进行规范救治，
每一天都会向院内专家组反馈患

者病情，然后根据院内专家组会
诊后制定的当日治疗方案，进行
抗病毒、抗感染、加强营养支持等
对症治疗。尤其是医院通过多学
科联合诊疗、自制中药方剂调理
和心理疏导等多管齐下，对患者

治疗和康复起到了重要作用。持
续有效的个体化对症治疗让两位
患者病情日渐好转。

随着7名患者的治愈出院，
标志着宝鸡市中心医院疫情防
控防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两名治愈患者出院宝鸡

本报讯（记者 张利平）2月
13日下午4点40分，在医护人员
的陪同下，临潼 37岁的刘女士
走出西安市胸科医院病房。这
是临潼首例确诊的新冠肺炎患

者，也是首例治愈出院的确诊
患者。

据了解，刘女士是临潼区
斜口街道人，1月 28日出现症
状，当天到斜口街道窑村卫生

室就诊。2月1日症状加重后到
区人民医院就诊，当天住进隔
离病房。2月2日被确诊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当日转
到市胸科医院隔离治疗。在西

安市胸科医院的精心治疗下，
患者临床症状消失，各项化验
指标恢复正常，符合国家卫生
健康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院
标准，获准出院。

首例确诊患者治愈出院临潼

本报讯（记者张晴悦）疫情当前，
全国上下都在为阻断疫情蔓延扩散而
努力，男子杨某却倒行逆施，竟醉驾上
路闯起了防疫关卡，被交警拦下后，还拒
不配合执法将民警咬伤。近日，西安市
长安区检察院提前介入侦办这起案件。

2月6日晚，公安部门接到举报，有
人醉驾冲击长安区东大街办太平河村
防疫检查点，还驾车逃逸。辖区交警立
即前往案发现场。在该男子逃逸的方
向展开追捕，不久便发现了沿东大路酒
后驾车的杨某。

交警要求杨某进行呼气式酒精测
试，其却态度嚣张拒不配合执法，谩骂
推搡，还咬伤了交警的手指，其暴力妨
碍执法的行为已涉嫌妨害公务罪。后
经 血 醇 检 测 ，杨 某 血 醇 浓 度 为
201.21mg/100ml，已涉嫌危险驾驶罪。

事后，嫌疑人杨某称：“疫情八天没
出来过，憋不住了……”

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在获知该案件
后，第一时间启动疫情期间办案机制，
刑检部门负责人亲自提前介入案件，熟
悉案情，和公安机关协同作战，针对妨
害公务、危险驾驶案向办案部门提出了
详细的侦查提纲。在这个特殊时期，注
重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对调取证据
的程序合法性、内容完备性提出了具体
要求，同时强调疫情的防控及相关人员
的防控措施要到位。目前，该案正在紧
张地侦办中。

检察官提醒大家，目前是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期，请大家尽量少出门、不聚
餐，严格遵守国家的防控措施，这是我
们每个公民对防疫工作最大的贡献，切
不可让一时糊涂毁了前线“逆行者”们
的无私付出，在疫情防控期间，不顾自
己及他人安危，违反疫情防控的相关规
定，也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陕西新增4例确诊病例
累计229例

自称在家待8天“憋不住了”
男子醉驾冲卡咬民警

目前西安
在院患者99例

截至 2月 13日 10时，全市
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
例 114例，新增确诊患者 4例。
其中包括西安常住 88例（西安
61人，外地来西安工作 27人）、
外地来西安26例。西安市常住
88例中，20人发病前两周内有
武汉旅行、出差史，18人发病前
两周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发热
伴呼吸道症状人员，14人发病前
有人流密集场所经历，24人为确
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0人无明
显疫区旅行及武汉籍人员接触
史,1人有境外旅行史,1人在广
州接触过发热患者。外地来西
安 26例中，22人发病前两周内
来自武汉疫区，4人从非湖北疫
区来西安。

救治情况：截至2月13日10

时，累计治愈出院15例，在院患
者99例（市第八医院31例，市胸
科医院30例，唐都医院21例，交
大一附院 14例，交大二附院 3
例），其中危重型患者4人，重型
患者2人，其余病情均平稳。

8个定点医院
1400余张床位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省级、
市级定点收治医院8个（唐都医
院、交大一附院、交大二附院、省
结核病防治院、市第八医院、市
胸科医院、市中心医院糖坊街院
区、市儿童医院），总收治床位
1400余张，已投入救治一线医护
人员3800余名。

在第一批次（1043名）医护
人员投入救治一线的同时，组建
了医疗救治第二梯队后备力量，
抽调全市二、三级医院医生175
名、护士 253名，进行了全面培

训，随时可以整建制投入救治一
线开展工作。

31名专家
组成医疗救治专家组

为提升全市救治能力和水
平，西安组建了医疗救治市级专
家组，共31名专家，指导全市开
展医疗救治工作。省卫健委还
特别指派西京医院成立两个专
家组，分别指导市第八医院、市
胸科医院做好重型、危重型等患
者的医疗救治工作，全力保障患
者生命健康。目前西安无新冠
肺炎死亡病例。

绝不推诿
任何一名发热患者

据西安市中心医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虎威介绍，在早期筛
查工作中，西安着力强调“四早”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及时发现并隔离病毒感染
者。全市各开设发热门诊医院，
将防控关口前移，提前预检分
诊，实行首诊负责制，做到绝不
推诿任何一名发热患者，发现疑
似患者一律就地隔离，实行全流
程跟踪管理。同时全面加强医
院感染防控工作，坚决杜绝院内
感染发生。

西安完全有能力
应收尽收

据西安市联防联控指挥部
专家指导组组长、医疗救治组副
组长，西安市卫健委主任刘顺智
介绍，总体来说，我市的医疗条
件、救治能力都是充足的。“我们
的目标是多救治、高水平充分救
治，完全有能力应收尽收。只要
是疑似病例，全部在医院隔离治
疗，应当留观的，应留尽留。”

本报记者张毅伟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通讯员王青）
2月13日下午6时许，陕西省血液中心
工作人员与湖北省襄阳血站的工作人
员在商洛市与湖北省交界处上津收费
站完成交接，陕西将采集的32个单位
治疗量的血小板送交到湖北省襄阳血
站工作人员手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受到人流管
控等多项措施影响，我省无偿献血工作
面临困难。在全面保障疫情防控需要
的同时，陕西积极响应国家卫健委号召，
第一时间行动起来支持湖北省血液保障
工作。2月10日，省卫健委协调省血液
中心，咸阳市、渭南市、榆林市、商洛市5
家血站提供不同血型新鲜血小板。

接到通知后，各血站高度重视，有
的在第一时间面向社会发出捐献血小
板倡议书，号召社会爱心人士积极参加
捐献机采血小板活动；有的电话预约辖
区内成分献血志愿者征询献血意愿
……得知是为湖北患者献血，志愿者们
积极参加、踊跃报名。

考虑到新鲜血小板的保质期较短，
只有5天，为节约时间，保证输血效果，
各血站商定 2月 12日上午统一采血。
采血当天，各血站严格做好献血场所防
护和消毒工作，志愿者们自觉做好防护，
不畏交通不便等困难，如约而至。经过
各中心血站加班检测，连夜运送，13日
上午，32个单位的新鲜血小板通过冷链
运输，按时交由省血液中心汇集，下午
14时各血站检测完成，由省血液中心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商洛市与湖北
省交界处上津收费站完成交接。

我省紧急驰援
湖北血小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