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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
米锋介绍，近几日，我国新增本土确
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继续下降，
但有的地方本土传播尚未完全阻
断，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
长、一级巡视员雷正龙介绍，近期，
全国疫情整体继续呈现下降态势，
5月 5日以来，全国每天新增本土
感染者均低于 5000例。当前，上

海市疫情整体向好，全市新增感染
者数呈现稳定下降趋势。吉林省
疫情处于扫尾阶段。北京市近日
新增感染者数量有所减少，显示防
控措施具有针对性和效果，但仍有
未处于管控状态的感染者报告，社
区传播风险尚未完全阻断。

此外，四川广安的疫情尚在发
展中，需要从速进行流调排查和管
控。河南、江苏、浙江、江西、辽宁

等地疫情渐趋平稳，仍需努力尽快
清零。

雷正龙表示，目前全球疫情仍
处于高位，病毒还在不断演化，疫
情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我国仍将持续面临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的巨大压力。国家卫生健康
委将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的
总方针，指导各地快速处置当前聚
集性疫情。

全国疫情整体继续呈下降态势

本报讯（记者 石喻涵 实习生
李天琪 吴雨桐）5月 13日，西安市
开展新一轮大规模核酸检测，这次
发放了“医小美”贴纸。这是省总
工会“劳动美”系列贴纸的第二张，
也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
致敬。巧合的是，5月12日正好是

“国际护士节”，因此采访中不少医
护人员表示，这是护士节收到的最
好的“礼物”。

“能拿到代表我们自己职业的
贴纸很激动，倍感亲切。很感谢这
些贴纸的设计师，能够理解我们这
些在一线工作的人员。”西安交大
二附院急诊科护士张丽，是当年第
一批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之一。
谈及这几年抗疫的日子，她很感
慨：“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能够到
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看着治愈病例
逐渐增多，看着清冷的街道恢复车
水马龙的样子，由衷感到欣慰。”

13日凌晨4时30分，西安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护士黄丽萍和同
事已经抵达了核酸采样现场。“今
年的护士节虽然没有隆重的集会
和鲜花，但是能在疫情防控中为社
区作贡献，我也感到无比的自豪和
骄傲。只要疫情防控有需求，组织
有召唤，医院有安排，我们所有人

都会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做人民
健康的守护者。”

黄丽萍至今还记得 2021年 12
月 15日，她和同事一天内进行了
多次核酸采样，从曲江新区到沣东
新城，从土门街道到西关街道，几
乎连轴转。“采样快结束时，一位市
民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西安医学
院的，原来他认出了我们其中的一
位同事曾经给他做过核酸。他说
天冷了，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暖宝
宝，当时很感动，觉得我们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前有‘警小帅’，后有‘医小

美’，‘劳动者天团’贴纸为我们在社
会上树立了正能量榜样，是我收到
的最好的护士节‘礼物’。”西安交大
一附院皮肤科护士冯利说，“以前很
多小孩不愿意做核酸，现在为了收
集贴纸变得积极主动。但是每次做
核酸看到孩子们嘴巴张得大大的又
有点心疼，希望疫情早日过去，大家
能回归正常生活，让孩子们能够摘
掉口罩在阳光下奔跑。”

“医小美”上线

“国际护士节”最好的“礼物”

核酸采样点秩序井然 本报记者 王晓峰 摄

全国疫情整体呈下降态势
上海疫情整体向好

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我国持续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巨大压力。近几
日，我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继续下降。5月5日以来，全国每天新增
本土感染者均低于5000例。

当前全国整体疫情形势如何？核酸检测能力能否“跟上”防控需求？社区防控如
何进一步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针对这些社会热点关切问题，5月
13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集中做出回应。

根据全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信息
平台数据，截至2022年5月11日，全
国共有1.3万家医疗卫生机构、15.3万
名技术人员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服务，总检测能力每日近5700万管。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
监察专员郭燕红表示，经过两年多
来积极建设，我国核酸检测能力取

得长足进步。在大城市建立步行
15分钟核酸“采样圈”，有利于老百
姓就近就便进行核酸检测，有利于
感染的早发现，进一步提高疫情监
测预警的灵敏性。

郭燕红介绍，杭州、深圳等城
市目前正在积极开展此项工作。
为扩大核酸采样人员队伍，满足采

样需求，各地也在进行探索，鼓励
具有卫生相关专业技术职业资格
并经过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培
训合格的人员参与核酸采样，不仅
局限于医生和护士；对于采样现场
负责信息录入、秩序维护和服务保
障等辅助工作的人员，可以是一般
工作人员或志愿者。

在大城市建立步行15分钟核酸“采样圈”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
隐匿性强，给社区防控带来很大挑
战。基层如何进一步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国家卫生健康委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社区防控专家组组长、首都
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
院院长吴浩表示，划分封控区、管
控区、防范区并采取不同的防控措
施，是精准、行之有效的处置办

法。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新特
点，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加快封、管、
控的时间，同时采取临时管控措
施，通过快管快筛的策略防止风险
外溢，当风险解除后就快速解除。

吴浩介绍，根据各地情况不同，
防控策略措施也在不断优化，各地正
在更多使用信息技术手段，例如在公
共场所普遍推行了场所码、电子围栏
等技术，提高社区防控的效率。

“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压实四
方责任，构建群防群控局面。”吴浩表
示，未来还要充分发挥村居公共卫生
委员会作用，对重点人群、重点行业
人员进行摸排，属地单位做好爱国卫
生运动的健康宣教。同时，合理设置
核酸检测点，发挥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发热门诊、药店等探头
哨点作用，形成多点预警，对异常情
况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据新华社

社区防控进一步做到“四早”

我省主要火车站
出行政策有新变化

近期,我省主要火车站出行政策有了新变化，根据疫情
防控形势，各站出行政策随时变更，请以当地政府疫情防控
要求为准。

西安站

进站：凭西安一码通绿码正
常出行，进疆列车需查验 48小时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出站：省内旅客持有 48小时
核酸阴性证明即可出站。省外旅
客需重新进行核酸检测。按照省
应对办要求，“一场两站”要严格
执行对省内各地市进入西安人
员，开展查验 48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的工作，在查验中发现
核酸检测结果超过 48小时的，要
遵循“即采即走，混检免费，单检
收费”的工作原则就地开展一次
核酸检测工作。如省内出现中高
风险地区或有确诊病例的地市，应
按照我省相关疫情防控政策执行。

渭南北站

进站：须查验健康码、行程码
为绿码，测体温正常方可进站乘车。

出站：对上海、北京（朝阳区、
房山区)、广州（白云机场）、郑州
（金水区、二七区、管城区、惠济
区、中牟区）外省返回人员原则劝
返，特殊人员7+7管控措施。

对行程码只有陕西省内行程
的人员，查看两码、48小时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及测温正常后方可离
开，无核酸阴性证明就地检查一
次核酸+抗原，抗原结果出来正常
后方可离开。

对省外低风险地区返回人
员，除查验 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查验两码之外，必须就地检
测抗原及核酸。

宝鸡站

进站：查验健康码，测温。
出站：所有人员测温、查验健

康码、行程码，48小时核酸阴性证
明。省内：若无 48小时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的，落地做完后方可出
站。省外：在落实常规查验的基础
上，查验 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落实“双采”，登记信息后分类
处置；中高风险地区来人，劝返或
点对点集中隔离（劝返的不登记，
火车站、汽车站除外）。中高风险
地区所在县区来人，劝返或点对点
居家隔离（劝返的不登记，火车站、
汽车站除外）。上海市低风险地区
来人：劝返或点对点集中隔离（劝
返的不登记，火车站、汽车站除
外）。隔离期满人员，劝返或点对
点居家隔离（劝返的不登记，火车
站、汽车站除外）。自其他低风险地
区来人，放行（提醒其向社区报备，并
在24小时后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延安站

进站：查验陕西一码通。
出站：境外来返人员，落实补

齐 21天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
管控措施。吉林、上海、河北、江
苏、河南、浙江、山东、广东、北京，
以上省份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人员
落实 14天集中隔离管控措施，以
上省份其他地区来返人员，落实7

天集中隔离+7天居家健康监测管
控措施。市域外来返人员，查验
陕西一码通、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和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无异常可正常出站。

榆林站

进站：查验健康码、行程码，
带*的需要提供 48小时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绿码通行，黄码、红码
报地方处置。

出站：对来（返）榆林人员测
量体温、查验健康码、行程码、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未持
有 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
出站口采集后方可离开，对7天内
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出站口
采集核酸和做一次抗原检测，原
地等待核酸阴性结果后方可离
开。中高风险地区来榆返榆人员
采取集中隔离 14天+居家健康监
测7天管控措施。对上海市、北京
市、河南省郑州市、周口市、濮阳
市、许昌市、信阳市、辽宁省营口
市、丹东市、江苏省无锡市、浙江省
嘉兴市、青海省西宁市、广东省湛
江市等来返人员采取集中隔离 7
天+居家健康监测7天管控措施。

汉中站

进站：测温，扫场所码，查验
陕西一码通。

出站：对所有外省来返人员，
在入汉第一关口查验陕西一码
通、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和 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进行“双
采双检”（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
抗原检测结果阴性且登记个人信
息后分类落实管控。

省内人员（不含从外省返回
人员）跨市流动时，查验陕西一码
通、大数据行程卡和 48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无 48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的，在“两站一场”
和各健康服务点现场核酸采样，
详细登记信息后放行。

对所有外省来人（除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县区和上海市来陕人
员）落实“3天 2检”，即在入陕落
地进行第一次核酸检测的基础
上，间隔 24小时进行第 2次核酸
检测。

对中高风险地区所在街道来
返人员，点对点转运，执行集中隔
离观察 14天措施，期间开展 4次
（第1、4、7、13天）核酸检测。

安康站

进站：查验陕西一码通。
出站：对所有来返人员严格

查验行程卡和健康码，入境安康
第一落地点进行核酸检测。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人
员，执行点对点转运、14天集中隔
离观察。

旅客乘坐火车出行，请戴好
口罩、勤洗手、少走动。听从车站
和列车工作人员的引导，平安健
康出行。

本报记者张毅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