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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名称
锦江区沙河街道锦东庭园14栋和15栋（岷江路1668号）
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南府锦1栋（莲桂西路170号）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麓湖生态城澜语溪岸1栋（嘉州路109号）
武侯区浆洗街街道百花公寓1-2栋
武侯区望江路街道中海格林威治城2栋、熙美本色医疗美
容（望江路1号）
锦江区锦官驿街道南糠市街48号大院2栋，包括楼栋底层商户
成华区金科天籁城2栋（成都市成华区龙港路36号），包括
楼栋底层商户
青羊区光华街道怡馨花园5栋（二环路西一段89号）
武侯区浆洗街街道一环路南四段28号小区1栋
龙泉驿区驿都城二期7栋（龙泉驿区大连北路199号）
高新区石羊街道南苑B区6栋（高新区锦城大道825号）
成华区海棠名居5栋、6栋、7栋、8栋（成都市杉板桥路52
号），包括楼栋底层商户
锦江区沙河街道锦东庭园1-13栋（岷江路1668号），包括
楼栋底层商户
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15号
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南府锦2栋（莲桂西路170号）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麓湖生态城澜语溪岸2-3栋、5-9栋（嘉州路109号）
武侯区望江路街道中海格林威治城3-7栋（望江路1号）
锦江区锦官驿街道南糠市街48号大院1、4栋，包括楼栋底层商户
成华区金科天籁城1栋、4栋、6栋、7栋、8栋、9栋、10栋、11
栋（成都市成华区龙港路36号），包括楼栋底层商户
成华区双桥子街道双林南支路1号1栋
青羊区光华街道怡馨花园1-4、6-9栋（二环路西一段89号）
武侯区浆洗街街道一环路南四段28号小区2-6栋
龙泉驿区驿都城一期和二期，7栋除外（龙泉驿区大连北路199号）
高新区石羊街道南苑B区1、2、3、4、5、7、8、9、10、11、12、
13、14、15、16、17、18、19栋（高新区锦城大道825号）
成华区海棠名居1栋、2栋、3栋、4栋、9栋、10栋、11栋、12栋、13栋
及对外停车场（成都市杉板桥路52号），包括楼栋底层商户
锦江区书院街街道莱茵春天小区（锦江区武城大街2号），
包括楼栋底层商户
锦江区除高、中风险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武侯区除高、中风险区以外的其他区城
天府新区除高、中风险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成华区除高、中风险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青羊区除高、中风险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龙泉驿区除高、中风险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高新区除高、中风险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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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下午，成都市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成都市
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卫健委主任杨小广，市委社治委副主任江维，
武侯区人民政府区长景波，成都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范双凤出席
发布会，通报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据市卫健委主任杨小广介绍，7月17日0时-16时，成都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截至17日16时，本起疫情
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目前，病例已
转运至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隔离治疗，病情稳定。

从此次病例的特征来看，患者多伴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若市民
出现以上症状，请立即前往成都市定点发热门诊就诊。

预审码不通过、
查询状态为“补填报资

料”？

成都商品住房
购房资格预审码

权威答疑
成都市“5.16”和“5.31”购房

新政出台后，有更多市民符合成
都市商品住房的购房资格，但对
于如何取得资格预审码、如何进
行申诉等问题，许多市民常常提
出疑问。7月15日，成都市住建局
对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
答疑。

1.在成都市购买商品住房需
要申请购房资格预审码吗？

答：是的。购房人需要在该项
目登记报名前，取得购房资格预
审码。

2.预审码是什么时候开始实
施的呢？

答：根据2020年11月24日《成
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都市司
法局关于完善商品住房公证摇号
排序选房有关规定的补充通知》
成住建发〔2020〕398号，成都市中
心城区实施购房资格预审。

3.商品住房购房资格预审码
如何申请？

答：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网上政务服务大厅（http：//
cdzj.chengdu.gov.cn/）-“住建蓉e
办”-“个人”-“商品住房购房登
记”进行填报申请；或手机登录天
府市民云App-“商品住房购房登
记”进行填报申请。

4.申请后多久可取得预审
码？

答：预审码由购房登记平台
系统自动预审，一般自申请24小
时后可查看预审结果。

5.我的预审码结果是不通过
或者结果不准确怎么办？

答：预审结果不通过或对结
果存有异议的（如购房资格类型、
购房区域、稳定就业区域、户籍区
域不准确），申请人可对原预审码
进行申诉并上传相关资料。两个
工作日内，工作人员对申诉内容
进行处理。

如购房人或家庭成员人数、
姓名、证件号码填报错误，或漏报
家庭成员，或申报预审码后结
（离）婚、新增或者减少家庭成员
等，请注销原预审码，重新申请。

6.预审码查询状态为“补填
报资料”，如何操作呢？

答：“补填报资料”状态需购
房申请人自行填报部分基本信息
（其中，“稳定就业区域”应当填写
社保缴纳单位的注册地所在区），
填报完成后等待审核结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相信成都”
为何成为
最热跟评？

“相信成都”，这是此次成都发
现本土病例后，相关新闻报道下很
多网友的跟评。

疫情突袭，我们总希望速战速
决，我们总期待尽早脱身。与病毒
赛跑、与时间赛跑的当下，“相信成
都”自然成为“热词”。

疫情近三年，各方一再强调的
“主动报备、主动测温、主动扫码”，
时刻提醒我们必须自我负责，彼此
信任。这一意识刻印在人们脑海，
形成惯性思维，就有了不少人脱口
而出的“相信成都”。

此时此刻，人们口中的“相信
成都”，不是宏大抽象的高级词语，
而是最接地气的生活体验。或许，

“相信成都”可以这样理解：市民的
岁月静好，城市的负重前行。

眼见为实，相信成都是一幅幅
鲜活的抗疫图景，是第一时间发布
疫情信息，及时封控风险小区，迅
速集结“大白”队伍，短时间排起核
酸检测长队。

感受为真，相信成都是突发疫
情下的井然有序。从锁定活动轨迹
和相关人员到分区分类划分管控
范围，从抽调充足力量组织核酸检
测到启动应急机制保持对社会面
有序有效管控，一切都在有条不紊
中进行。

相信成都，是一种号召，一种
信任，更是一种信心，一种信念。

关键时刻，拎得清的成都人，
总能一改往日的悠闲姿态，积极投
身保护城市的队伍中。“让我来”

“让我上”，他们甩起腿杆，就进了
风险区、封控区；风雨中，烈日下，
他们穿起防护服，就是志愿者、医
护工作者。一份若轻但重的责任，
被他们扛了起来，一种油然而生的
信任，由他们传递开来。

个人力量虽微，集体力量却
大。一人、两人、几千人挺身而出，
就能砌起抗击疫情的铜墙铁壁；
一声、两声、无数声“相信成都”，
就能凝聚强大的城市向心力。眼
下看到的场景，过往亲历的疫情，
是市民信任的基石。无论是毒性
强的德尔塔，还是传播快的奥密
克戎，我们都能在“有惊无险”中
回归日常；无论是在中心城区，还
是在偏远郊区，每一个市民都能
得到妥善照顾。

信任虽表现在特殊时期，但积
淀在每时每刻，在大事、小事、急
事、难事的一一应对中，在“民呼政
应”的你问我答中。人与人、人与城
之间日积月累的默契，筑牢了一座
城市的坚定信念。疫情当下，这份
默契，这份信念，就是成都两千万
人对城市的热爱，是随处可见的、
发自内心的与防疫工作同频共振。

16日18时起，成都全市核酸检
测点实施48小时内混检免费，随
后，人们用行动回应，走进了核酸
检测队伍。广大市民把“应检尽
检”“愿检尽检”等客观理性的词
语，转化成了热爱城市的情感，防
疫人员把“流调溯源”“环境消杀”
等各项抗疫工作，转化成了保卫
城市的决心。

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
心。疫情当前，各项工作正稳步开
展，作为城市抗疫链条上不可或缺
的一员，我们每个人既不能掉以轻
心，也不必过于焦虑。越是困难时
刻，越要坚定信念，越是不确定时
期，越要相信城市。“相信成都”是
适时的激励和自我提醒，能在人
群中产生化学反应，强化市民对
城市的认同，督促个人对自我的
约束；还能在危急之时给人指引，
在困境之中给人力量，在慌乱之
中给人定力。

信任、信心、信念，任何时候都
至关重要。一句“相信”，道出了万
千人的心声，也汇集了城市抗疫力
量。市民这种乐观豁达的性情，理
性热情的性格，是城市重要的精神
内核，我们将在“相信成都”的共鸣
中，合力抵御疫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黄静

据市卫健委主任杨小广介
绍，从7月18日18时起，市民、旅
客须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方
能离开成都。

成都市委社治委副主任江维
表示，有四类人员需要向社区进
行报备。近7天内，与成都市高中
风险区往来人员、与成都市病例

轨迹有重叠的人员、有国内重点
地区旅居史的来（返）蓉人员、省
外无风险地区来（返）蓉人员，应
尽快向所在社区（村）、单位、酒
店（宾馆）等主动报备，做好个人
防护，就近完成核酸检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黄璟煜 王拓

17日0时-16时，成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

已完成1-5号病例的基因测序
结果显示为奥密克戎变异株BA.2.12.1

关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成都新增“5+2”病例情况公布

病例8：居住于武侯区一环
路南四段28号小区，系病例6的
同事，17 日核酸检测阳性，诊断
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9：居住于锦江区南糠
市街48号大院，系病例3的同空
间密切接触人员，17日核酸检测
阳性，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10：居住于成华区金科
天籁城小区，系病例 6 的同空间
密切接触人员，17日核酸检测阳
性，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11：居住于青羊区怡馨
花园小区，系病例6的同事，17日
核酸检测阳性，诊断为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

病例12：居住于龙泉驿区驿
都城二期，系病例 3 的同时空暴
露人员，17 日核酸检测阳性，诊
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13：居住于高新区锦悦
西路 56 号，系病例 6 的同事，17
日核酸检测阳性，诊断为本土确
诊病例。

病例14：居住于成华区海棠
名居小区，系病例6的同事，17日
核酸检测阳性，诊断为本土确诊
病例。

划定高风险区12个、中风险
区14个

7 月 15 日成都出现本土病
例以来，按照疫情处置方案，全
市抓好流调溯源、重点人员隔离
管控、医疗救治和核酸筛查等处
置工作，全力以赴阻断疫情的传
播蔓延。

截至17日12时，已累计排查
管控本地密接人员1017人，其中
853 人核酸检测阴性，剩余结果
待出；本地次密接人员 2014 人，
其中1412人核酸检测阴性，剩余

结果待出。
高新区、龙泉驿区开展核酸

扩面筛查，发现了1例阳性病例。
依据专家风险研判，于17日7时
起，已在成华区、武侯区启动第二
轮全员核酸检测。

截至7月17日18时，根据疫
情变化，成都已按照国家标准划定
高风险区12个、中风险区14个。

已完成 1-5号病例的基因
测序

据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范
双凤介绍，截至目前，“0715”疫情
累计已报告14例本土病例，此次
疫情主要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疫情处置及时。目前发
现的感染者除了首发病例，其余
均在密切接触者和同时空暴露人
员中检出，发现时基本处于早期
感染状态。

二是疫情传播速度快。病例
在暴露感染后，较短时间里就具
备了传播能力。

三是疫情呈现明显的聚集
性。病例多数有共同工作、共同居
住、娱乐的接触史。

四是病例在管控前活动轨
迹涉及多个商场、餐馆、超市、小
区、农贸市场等人员聚集、流动
性大的场所，每日通勤多涉及跨
区出行。

五是此次疫情确诊病例占比
较高，14名阳性感染者中有11人
均为确诊病例。多数病例出现了
发热、头痛、流涕、咽痛或咽喉不
适等症状，但普遍症状轻微。

六是目前已经完成1-5号病
例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为奥密
克戎变异株 BA.2.12.1（也就是
BG.2 进化分支），从基因序列的
角度，暂未发现其与近期国内其
他城市本土疫情有关联。目前流
调溯源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

从18日18时起
市民、旅客须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离开成都

“最近天气多变，出现发热症
状前来就诊的市民明显增多，尤
其是老人和小孩。”成都市第一
人民医院病友服务中心主管护
师于瑶介绍说，出现发热症状，
大家不用慌，可以先自行测量体
温，如果体温达到或高于37.3℃，
请尽快前往家附近医院的发热
门诊就医。

问：发热症状具体有哪些表
现？市民自己如何判断是否需要
前往发热门诊？

于瑶：体温达到 37.3℃及以
上，都是发热症状。大家可以在家
用体温计测量，结果等于或者高
于 37.3℃，则应当前往家附近医
院的发热门诊就医。

问：市民有其他病症同时出
现发热症状，就医是否会受到影
响？例如，一位市民急性阑尾炎发
作，同时体温达到了38℃。

于瑶：发热门诊有一套完整
接诊机制，有发热症状的患者到
了发热门诊以后，会按诊疗要求

进行医治，同时进行核酸检测，结
果会在6个小时内出具。如果情况
紧急，例如前来就医的市民急性
阑尾炎发作，同时体温达到了
38℃急需手术，那么发热门诊的
医生会迅速联系专科医生，对病
患进行医治。

问：小朋友出现发热症状，陪
同前往发热门诊就医的大人则没
有出现发热症状，是否需要进行
核酸检测？

于瑶：小朋友无法自行前往
医院急诊，陪同前往的大人如果没
有出现发热症状，无需进行核酸检
测。另外，为避免不必要的拥挤以
及潜在的传染传播风险，建议由
一位大人陪同小朋友前来就诊。

问：前往发热门诊前，出现发
热症状的市民需要注意什么？

于瑶：戴好口罩，尽量选择私
人交通工具前往就医；到达医院
后，在分诊点告知医生发热症状，
听从安排，有序就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出现发热症状怎么办？
别慌！就医指南来了

热点
答疑

扫二维码查病例活动轨迹风险点位
为方便市民排查风险轨迹，现将成都市本轮

本土疫情病例活动轨迹整理出来（扫二维码查看），
请市民朋友们对照自查。如与活动轨迹有重叠，立
即向社区和单位（或居住的酒店）报备，三天内接受
两次核酸检测（间隔24小时），期间做好个人防护，
不聚会、不聚餐。如有疑问，请拨打12345咨询。

●这张衣服被汗水湿透的照片中的“大白”是新津区花源
街道中心卫生院医护人员罗志彬（图左）。●7月15日晚，双流
区空港医院医护人员在黄龙溪进行核酸采样，工作结束时已
是深夜。连续工作几小时的医护人员在脱下防护服时，汗水已
浸透衣服裤子（图右）。●在锦江区锦东庭园，为小区居民进行
核酸采样、连续工作6小时的医护人员双手被汗水浸泡已经起
皱发白（下图）。 据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泪目
瞬间

上接01版 二是指导银行在
地方党委政府“保交楼”工作安排
的总体框架下，坚持摸清情况、实
事求是、科学分类、精准施策，主
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
案研究，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
放，协助推进项目快复工、早复
工、早交付。

三是做好客户服务工作，加
强与客户沟通，个性化地满足居
民客户的不同需求，信守合同，践
行承诺，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合
法权益。

四是有效满足房地产企业合
理融资需求，大力支持租赁住房
建设，支持项目并购重组，以新市
民和城镇年轻人为重点，更好满
足刚需和改善型客户住房需求，
努力保持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有
序。处理好当前面临的问题，也是
实现房地产模式新旧转换的重要
契机。我们相信，在党委政府指导
下，在相关各方共同努力下，这些
困难和问题都能得到合理解决。

关于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

该负责人表示，党中央、国
务院高度重视中小银行风险防
范，多措并举增强资本实力和
风险抵御能力。今年以来，银保
监会积极会同财政部、人民银
行加快推动地方政府发行专项
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上半年，
经国务院批准，已向辽宁、甘
肃、河南、大连四省（市）分配了
1030亿元专项债额度。近期，还
要批准一些地方的专项债发行
方案，预计到8月底，将完成全
部3200亿元额度的分配工作。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按照“省
里有方案、能快则快、分批发行”
的原则，督促地方政府尽快上报
方案，加快审批进度，及早完成专
项债发行工作，发挥其防风险保
稳定促增长作用。同时，做实做准
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分类，丰富不
良贷款处置渠道，积极开展剥离
不良贷款分省试点工作。今年
1-5月，中小银行累计处置不良
贷款3943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处
置1072亿元。据中国银行保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