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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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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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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7月23日0—14时，全市新增本土
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24例，其中，确
诊病例7例，无症状感染者17例。新增
病例已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救治。

“7.15”疫情已连续三日
无社会面新增报告病例

会上，成都市卫健委主任杨小
广通报：“7.15”疫情新增确诊病例3
例，3人均常住龙泉驿区，为已经隔
离管控的密切接触者。截至23日14
时，“7.15”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
例56例，无症状感染者16例。“7.15疫
情”已连续三日无社会面新增报告
病例，已报告病例均处于同一传播
链，全市风险区也陆续调低等级，疫
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

“7.22疫情”与“7.15疫情”无关联
传播力强，1人已传染21人

成都市卫健委主任杨小广通
报：7月22日，我市金牛区发现1例外
地来蓉人员确诊，该病例抵蓉后引
发新一轮疫情。为与上一轮疫情进
行区分，根据首例病例诊断日期，我
们将此轮疫情称为“7.22疫情”。截至
23日14时，全市已报告相关病例22
例，包括5名确诊病例及17名无症状
感染者。除首发病例外，其余人员均
从密切接触者中检出，其中18人与
首发病例在同一工作场所有共同暴
露史，3人与首发病例公司附近一面
馆同空间暴露。目前，此轮疫情已划
定6个高风险区，4个中风险区，4个
低风险区。

经流行病学调查判定，“7.22疫
情”为外地感染者抵蓉后，在公司、
物流园活动引发。首例病例基因测
序 结 果 为 奥 密 克 戎 变 异 株
（BA.2.38），与我市“7.15疫情”无关联。

“7.22疫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
间开展流调溯源和人员排查管控工
作。截至23日14时，共排查到密接
1182人，次密接1063人。已完成区域
核酸检测83万余人次，除已报告的

阳性病例外，其余均为阴性。目前已
排查到的密接、次密接均已纳入隔
离管控。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强外地来返
蓉人员排查，做好风险区域管理与
服务，强化各类重点场所管控措施，
严格落实“一测一扫三查验”（测体
温，扫场所码，查健康码、行程码、核
酸报告）措施。

“7.15疫情”形势已趋于稳定
“7.22疫情”感染来源明确

成都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范
双凤谈到，23日是“7.15疫情”发生后
的第9天，全市已经连续三天无社会
面新增病例。所有新增病例都是隔
离管控中的密切接触者，近两天的
新增病例均为既往通报的一病例在
同工作空间内接触的同事，接触关
系明确，集中度高，未在其他链条发
现新的病例。总体来说，“7.15疫情”
形势已趋于稳定。7月21日以来，受

“7.15疫情”影响划定的中高风险区
域正逐步解封，特别提醒相关区域
解封后，当地居民仍要保持警惕，坚
持做好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配合
社区的疫情防控要求。

7月22日我市新增一例外地来蓉
病例，该病例7月18日在外地与一名
新冠肺炎本土病例同时空暴露。7月
21日凌晨开车抵蓉，有一定活动轨
迹，下午参加愿检尽检混管采样，22
日凌晨反馈混检样异常，当即纳入隔
离管控，同日单采核酸检测阳性。

疫情发生后，我们迅速排查管
控了病例的密接和次密接。截至23
日14时，已在密切接触者中检出阳
性感染者22人，其中确诊病例5人，
无症状感染者17人。均为已管控的
密切接触者，来自病例抵蓉后活动
轨迹所涉场所，病例间接触关系基
本明确。

“7.22疫情”首例病例的基因测
序已完成，结果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BA.2.38，与近期国内其他城市本土
疫情病毒序列高度同源。结合流行
病学调查发现，该病例与外地新冠
肺炎患者有同空间接触史，此次疫
情感染来源明确。根据目前的流调
进 展 和 测 序 结 果 可 以 明 确 此 次

“7.22疫情”与“7.15疫情”是两条独
立的传播链条，彼此间没有关联。

由于奥密克戎BA.2.38变异株传

播力极强，已在全国多地引发较大
规模疫情。该病例抵蓉后在某商贸
公司和物流园停留时间较长，上述
地区均为人员密集场所，已经引起
续发病例，后续仍会在密切接触者
中检出阳性感染者。

“7.22疫情”
正全力开展流调工作

成都市疾控中心应急办主任范
双凤介绍，近期国内疫情形势严峻
复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巨
大。由于“7.22疫情”来势汹汹，病毒
传播速度极快。我们正全力开展流
调工作。请接到疫情防控部门调查
电话的市民积极配合，主动告知相
关行程。同时，请关注“健康成都官
微”发布的病例活动轨迹信息，主动
对照，及时报备。如您的健康码转为

“黄码”，或收到健康提示短信，请尽
快完成三天三检。各类机构、企事业
单位要做好人员健康监测和个人防
护，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留、
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常洗、
窗户还要尽量开。

战“疫”打响时，广大市民最强
大的冲锋就是理解支持，最厚礼的
武器就是配合防疫，静下来就是战
疫后方最稳固的防守。

迎难而上、心手相牵
一定打赢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

我市将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总
方针，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与病毒赛跑，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切
断传播链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成都市卫健委主任杨小广呼吁：
请广大市民充分履行个人“健康第一
责任人”职责，不聚集，做好自我健康
监测，不带病上班，如出现发热、干咳、
乏力、咽痛等症状，须及时就医，第一
时间到发热门诊进行排查。诊所不得
接诊发热病人，应引导其到发热门诊
就诊，并向属地指挥部报告。各餐饮、
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应严格落实扫码
测温查核酸、通风消毒等疫情防控措
施，控制人员数量，避免人员聚集。

我们坚信，有各级党委、政府的
坚强领导，有全市两千多万市民迎
难而上、心手相牵，我们一定能打赢
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 据成都发布

7月23日，成都市举行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提到，7月22
日，成都市金牛区发现1例外地来蓉
人员确诊，该病例抵蓉后引发新一
轮疫情——“7.22疫情”。这意味着，
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成都疫情形
势又有了新的变化。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经流行病
学调查判定，“7.22疫情”为外地感染
者抵蓉后，在公司、物流园活动引

发。首例病例基因测序结果为奥密
克戎变异株（BA.2.38），与成都“7.15
疫情”无关联。

要看到，发现“7.22疫情”病例
后，各相关部门已第一时间开展
应急处置，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人员排查追踪、采样检测和隔
离管控，落实相关场所及环境终
末消毒等防疫措施，目前已排查
到的密接、次密接均已纳入隔离

管控——在看不见的地方，早就
有一群人做好了各项工作；在看
得见的地方，相关区域正开展核
酸检测等工作。作为城市的一份
子，我们唯有配合和支持，为城市
抗疫贡献自己的力量。

更要看到，“7.15疫情”已连续三
日无社会面新增报告病例，已报告
病例均处于同一传播链，疫情防控
形势逐步向好。我们已经“守”来了

让人欣慰的消息，一批中高风险区
也陆续迎来了解封降级。事实有力
地证明，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就能彻底堵住病毒传播漏
洞。我们正在经历的事实，看到的成
效，将让我们的抗疫信心更强，力量
更足，信念更坚定。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复
杂，出现新增病例，这是正常现象。
面对新的疫情状况，我们要提高警

惕，但不必恐慌。
疫情形势不明，我们需要头脑

清醒。奥密克戎是一个很擅长“趁虚
而入”的病毒，要真正构筑起防疫的
铜墙铁壁，必须时刻绷紧防控弦。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此关键时
期，我们要有“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要继续履行个人防护责任，落
实防疫要求，加强防控意识。

共克时艰，人人都是参与者；乘

势而上，现在就是进行时。让我们继
续做好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保
持定力，严格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各项举措，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韧劲，继续攻坚克难、顽强奋战。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
心理、松劲心态，以团结一心、众志
成城筑牢抗击疫情的精神防线，争
取早日打赢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黄静

“7.22疫情”与“7.15疫情”无关联
坚定信心 从容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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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洗手、科学戴口罩、注意咳
嗽礼仪、少聚集、文明用餐、遵守1
米线、常通风、做好清洁消毒……
这些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你都
做到了吗？

第一，勤洗手。手脏后，要洗
手；做饭前，餐饮前，便前，护理
老人、儿童和病人前，触摸口鼻
和眼睛前，要洗手或手消毒；外
出返家后，护理病人后，咳嗽或
打喷嚏后，做清洁后，清理垃圾
后，便后，接触快递后，接触电梯
按钮、门把手等公共设施后，要
洗手或手消毒。

第二，科学戴口罩。乘电梯
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进入人
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时，应佩戴口
罩；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
症状时，就医时，建议佩戴医用外
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口罩需
及时更换，每个口罩累计佩戴时
间不超过8小时。

第三，注意咳嗽礼仪。咳嗽打
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无纸巾时
用手肘代替，注意纸巾不要乱丢。

第四，少聚集。疫情期间，少聚
餐聚会，少走亲访友，少参加喜宴丧
事，非必要不到人群密集的场所。

第五，文明用餐。不混用餐
具，夹菜用公筷，尽量分餐食；食
堂就餐时，尽量自备餐具。

第六，遵守1米线。排队、付
款、交谈、运动、参观、购物时，要
保持1米以上社交距离。

第七，常通风。提倡勤开窗
通风，每日开窗通风2—3次，每
次20—30分钟。温度适宜时，可
使窗户常开。

第八，做好清洁消毒。日常保
持房间整洁。处理进口冷冻食品
的炊具和台面、病人及访客使用
的物品和餐饮具，要及时做好清
洁消毒。收取快递时，用75%的酒
精或含氯消毒剂等擦拭或喷洒快
递外包装，拆封后及时丢弃外包
装，并做好手卫生。空调使用前，
要对空调壁挂机过滤网、蒸发器
表面、进出风口进行清洗和消毒。

第九，保持厕所卫生。马桶冲
水前盖马桶盖，经常开窗或开启排
气扇，保持存水弯水封。定期清洁消
毒厕所内卫生洁具和地面，表面有
脏污或霉点时，要及时清洁消毒。

第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
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健康饮食，戒烟限酒；做好每日
健康监测，有发热、干咳、乏力、
咽痛等症状时，及时就医。

第十一，核酸检测。按要求配
合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本土疫
情处置中的核酸检测，确保“应检
尽检”，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

第十二，疫苗接种。响应国
家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政策，3岁
以上适龄无接种禁忌人群应接
种疫苗，做到“应接尽接”，保护
个人健康。 据成都发布

7月23日上午10点半，在成都市
龙泉驿区驿都城小区门口，黎洪勇
开着出租车将该隔离小区外出就医
的人员安全送回来，在与社区工作
人员交接好后，他又接到新任务赶
赴下一个点位。

黎洪勇是成都民乐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的一名的哥，从去年开始，该公司
便派出一批出租车作为“疫情防控保
障车队”到各个社区卫生院以及区疾
控中心，主要负责医护人员的接送、发
热病人的转运、核酸检测样本的运送
等工作。“7.15”疫情来袭后，龙泉驿
区作为重点区域，司机们第一时间
奔赴一线，从白天到黑夜，驾驶着绿
色出租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形成一
道美丽的绿色风景线。

“党员要冲在最前面”
退伍军人临时当起“120”司机

黎洪勇将隔离小区外出就医
人员交接好后，返回车内，拿出酒
精对车内进行了消毒，“消毒工作
必须要做好，才能保障大家的安
全。”在他的出租车挡风玻璃上贴
着一张红色的贴纸，上面写着“疫
情防控保障车队”的字样，出租车
内前后座之间也做了隔断，通常转
运人员坐在后座，他则需要全程穿
着防护服进行转运。

今年47岁的黎洪勇从事出租车
行业已经21年了，家里有年迈的老
人需要照顾。而这次疫情转运任务
重，人手紧张，接到通知后他毅然决
定加入“疫情防控保障车队”，每天
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甚至二十四
小时，他却没有一句怨言。

“吃住都在车上，在没有任务的
时候可以在车上临时休息一下。”上
午10点过，肖中伟刚从隔离酒店把
人员转运完成，对车辆消完毒后马
上又要去其他点位转运隔离人员。
由于人手有限，他临时帮忙开起了
救护车，转运隔离人员。7月17日开
始，他每天从早上七点过一直忙到
晚上十一二点，随时随地都会有新
的任务通知。39岁的肖中伟是一名
退伍军人，也是一名有着19年党龄
的党员，这是他第四次参加疫情保
障服务工作了。面对这次疫情又毅
然决然再次请战，他说：“党员应该
发挥先锋作用，冲在最前面！”

组建出租车“战疫”队
先后投入343台保障车

“常备40辆车，随时可以调配。”
据成都民乐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负责
人景然介绍，从去年7月份开始，他们
公司便参与了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一
旦有疫情，或者需要他们配合的时

候，会第一时间到达一线。目前，公司
共派出75辆出租车，深入龙泉驿区15
个社区卫生院以及区疾控中心，主要
负责医护人员的接送、发热病人的转
运、核酸检测样本的运送等工作。据
了解，该公司共有出租车91辆，除了
少数驾驶员因身体、家庭原因等没有
参与，从60后到90后，公司八成以上
的驾驶员都奋斗在防疫一线。

其中，疫情防控保障车队中唯一
一名女司机格外引人注意。她叫徐兰，
45岁，疫情发生后，她主动报名加入了
车队，“只想出一份力！”

据了解，为保障市民正常就医，
以及医护人员、公共服务人员等特

殊人群的正常出行，增强疫情防控
应急保障能力，成都龙泉驿区交通
运输局组建了出租车疫情防控保障
车队，先后共计投入车辆343台，分配
到区疾控中心、基层卫生院等前线
防疫区域。这批疫情保障服务车辆
均来自当地五家出租车运输公司，
车队驾驶员全部接受了防护消毒培
训及技术指导，统一调度，随叫随
到。同时，驾驶员统一开展每日核酸
检测和体温测量，下车车辆必消毒
等疫情防控程序，确保车辆安全卫
生，确保乘客和司机自身安全健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实习生 赵云帆 摄影报道

接送医护人员、转运发热病人、运送核酸检测样本

龙泉驿的哥的姐们抗疫忙
12条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

你都做到了吗？

“7.15”疫情已3日无社会面新增
“7.22疫情”首例病例基因测序已完成

关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7 月 22 日 0-24 时，我市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11例，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 3 例，均为隔离管控中的
密切接触者。另一例为外地输入
本土确诊病例，与“07.15”疫情无
关联。

7月23日0-14时，我市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7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17例，均为隔离管控中的密切
接触者，截至23日14时，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61例，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33例。

“07.15”本土疫情

病例62：居住于龙泉驿区名
景花园小区，系病例49的密切接
触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63：居住于新都区石板
滩街道东风村2组，系病例48的密
切接触者，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
染者。

病例64：居住于龙泉驿区金
色逸景小区，系病例49的密切接
触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65：居住于龙泉驿区文
豪世苑小区，系病例49的密切接
触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66：居住于龙泉驿区文
豪世苑小区，系病例49的密切接
触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67：居住于龙泉驿区文
豪世苑小区，系病例49的密切接
触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68：居住于龙泉驿区怡和
新城小区F2区，系病例49的密切接
触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69：居住于龙泉驿区车城
东五路129号，系病例49的密切接
触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70：居住于龙泉驿区东
山领地小区，系病例49的密切接
触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71：居住于龙泉驿区鑫园
（北泉路）小区，系病例49的密切接
触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72：居住于龙泉驿区瑞
丰苑小区，系病例49的密切接触
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07.22”本土疫情

病例1：外地来蓉人员，暂住
于金牛区中洲物流旅馆。7月21日
自外地来蓉，7月22日核酸检测阳
性，系外地本土病例的同时空暴露
人员，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2：居住于青羊区通顺街
28号，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者，诊
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3：居住于成华区水乡嘉
苑小区，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者，
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4：居住于金牛区马鞍东
路19号，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者，
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5：居住于成华区新禧苑
小区，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者，诊
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6：居住于成华区联合小
区，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者，诊断
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7：居住于成华区关家苑
小区，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者，诊
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8：居住于成华区平祥雅
居小区，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者，
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9：居住于成华区建设北
路二段2号，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
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10：居住于成华区关家
苑小区，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者，
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11：居住于成华区中房·
红枫岭一期，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
者，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12：居住于金牛区府青路
一段36号大院，系病例1的密切接
触者，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13：居住于金牛区五里墩
东一巷1号院，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
者，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14：居住于武侯区机投
镇果堰村9组，系病例1的密切接
触者，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15：居住于锦江区蜀都
花园小区，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

者，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16：居住于邛崃市高埂街

道石子村10组，系病例1的密切接
触者，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17：居住于青羊区清江
美庐小区，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
者，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18：居住于青羊区惠民
苑，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者，诊断
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19：居住于成华区白莲
小区壹号院，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
者，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病例20：居住于成华区龙潭
拆迁安置房5期，系病例1的密切
接触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21：居住于成华区二仙
桥南一路5号仓库，系病例1的密
切接触者，诊断为本土确诊病例。

病例22：居住于成华区成都
机车厂宿舍，系病例1的密切接触
者，诊断为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7月23日0-14时 成都新增本土病例“7+17”

扫二维码查询：
病例活动轨迹风险点位
及全市风险区划定情况
（数据更新至：7月23日14时）

为方便市民排查风险轨迹，现
将我市本轮本土疫情病例活动轨
迹整理如下，请市民朋友们对照自
查。如与以下活动轨迹有重叠，立
即向社区和单位（或居住的酒店）
报备，三天内接受三次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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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成都发布

最新
动态

疫情防控保障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