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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昼夜
单日最高完成40万人的
核酸检验工作

“疫情发生后，医院检测中
心的机器24小时不停，医务工作
者轮班，及时完成对核酸样本的
检测。”保勇是检验科党支部书
记、临床医学检验中心主任，从

“7·15”疫情发生以来，市民的核
酸检验更为频繁，临床医学检验
中心的医护人员也重新分组，按
照“人休机器不休”的原则，24小
时开展核酸样本检测。

7月31日上午10时，记者见
到了保勇。据他介绍，检验中心

不仅承担了成都市黄码、入川码
持有者，入院患者、陪护、医院职
工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同
时还紧急受命市卫健委的核酸
筛查任务。疫情发生后，面对全
市核酸检测范围广、任务重的情
况，医院检验中心主动抽调五位
同志驰援成都市临床检验中心，
全力支持此次疫情防控工作。

从7月15日开始，该院已累
计完成近210万人的核酸检验工
作。“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7月16
日那天。”保勇说，当天，该院检
验中心承担着成华区40万人的
核酸检验工作，为了让市民第一
时间拿到检测结果，这一天，保
勇与检验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
忙了一个通宵，最终所有核酸样
本完成检验。

急诊科分3区
半个月诊治中高风险区、隔
离酒店患者261例

7月29日，成华区全面加强
社会面管控，市二医院龙潭院区
既要保障区域内140多万人口的
就医需求，又要甄别出新冠肺炎

疫情风险人群，最大限度降低疫
情传播风险，保障所有在院、来
院病友的安全。

据急诊科党支部书记、急诊
科主任唐勇介绍，为了保障安全，
医院立即将急诊科划分为正常的
急诊、高风险区接诊、中风险区接
诊3片区域，互相之间不交叉，避
免病毒通过医院传播。同时，负责
感染科接诊点、高风险区接诊、中
风险区接诊点医护人员都是专人
专班，全闭环管理。

“由于疫情防控升级，急诊科
入口的分诊量较以往翻了几倍。”
唐勇告诉记者，7月29日，一名8岁
儿童转运至该院高风险接诊区。
当时，患儿完全没有意识、浑身抽
搐、口吐白沫。虽然此时医院高风
险接诊区已没有空余的病房，但
医院仍立即对其进行了救治，并
立即协调儿科、神经内科、神经外
科、影像科到现场进行MDT多学
科协作救治。经过近1个小时的抢
救，患儿被成功救回。目前，该患
儿病情稳定，已于7月31日转入儿
科病房接受后续治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图据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72岁的陈婆婆患有高血压、
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数天前，
她居住的东方丽苑小区开始封
控管理，一直待在家里的她慢性
支气管炎又犯了。好在平日家中
有备常用药，但吃了几天后，病
症不见好转，仍咳嗽得厉害。经
小区驻点医生初步处理后缓解
不明显，但又达不到进医院现场
就医的标准，于是驻点医生将情
况反映给了成都市第二人民医
院巡回医疗队。

8月3日，该小区部分区域由
高风险降至中风险，其余区域降
至低风险。上午10点过，巡回医
疗车开到了小区门口，医院全科
医生张兴平为陈婆婆进行了诊
断。在问询了陈婆婆既往病史及
当前症状后，张医生给陈婆婆测
了测血压，并对肺部进行听诊。

经过初步诊断，医生认为陈婆婆
可能是吹空调着了凉，感冒引起
的咳嗽、咳痰，病情已经有好转。
随后从携带的医药包中拿出了
相应治疗的药物交给了陈婆婆，
并嘱咐陈婆婆若用药后仍无好
转，待小区解封后，需到医院进
一步就医治疗。

记者在现场看到，医疗救助
车上配置了呼吸机、除颤仪、心
电监护仪等医疗设备。急诊科护
士王国洪表示，除了可以给外科
患者换药外，车内还配合了急救
设备，若在巡诊途中遇到急需抢
救的病人或手术，都可以在车上
完成。

8月3日是成都市第二人民医
院巡诊的第五天，龙潭街道是其
对口的巡诊街道，该街道共有16
个社区，现已完成9个社区的巡诊

工作。“巡回医疗队每天上午、下
午各巡诊1次，若遇到突发紧急情
况随时出诊。”成都市第二人民医
院医务部副部长李芳介绍。

巡诊主要解决封控小区、临
时管控小区部分非危急重症的
患者，他们的症状经社区驻点医
生处理后缓解不明显，但又达不
到进医院现场就医的标准时，医
院巡诊和线上专业咨询帮助诊
治这类患者。

除了线下巡诊，成都市第二
人民医院还组建了线上的专家龙
潭巡诊群。若在巡诊中发现相关事
故，能够在现场处理的问题便在现
场及时解决；若该事故不能在现场
解决，可通过线上的专家龙潭巡诊
群，及时与专家进行对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实习生 赵云帆 摄影报道

深夜，刚刚采集完核酸回来
的心理医生冯新荣正准备休息，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您好，成华
区心理援助热线，请问有什么需
要帮助的吗？”经过询问，冯新荣
得知，是成华区府青街道一高风
险区的物管打来电话求助，因为
小区封控已经超过7天，一些居
民心情烦躁，物管人员有好几个
也被隔离，自己心里很着急。

冯新荣意识到隔离7天是心
理问题发生的高峰期，随后把医
院心理科的24小时心理热线电
话和心理调适宣传资料、调节方
法全部发给这位物管人员。

在这之后，冯新荣医生又接
听了7个类似的倾诉电话，“咨询

电话通常集中在晚上11点到凌晨
3点，我们就像一个知心大哥哥大
姐姐一样和求助者沟通交流。”冯
新荣说，无论电话再晚，他们都会
认真聆听求助者的倾诉，只为解
决市民心理难题。

8月2日下午3点过，心理科接
到成华区一小区的医疗组反馈，
称有一名小区业主的情绪较为焦
躁，已经三天没有睡觉。在收到相
关信息后，精神科医生先期介入，
了解到该业主并没有既往病史，
询问后得知造成心情焦躁的原因
主要由于情感、经济等多方面。随
后，心理科的医生又与该业主耐
心沟通，提出缓解其焦虑情绪的
建议，慢慢地情绪便稳定下来。

据悉，该院心理援助热线24
小时不间断为市民提供心理咨
询服务，自本次疫情以来，医院
的心理援助热线共收到70余条
与疫情相关的咨询电话，其中与
心理相关的有20多条。

此外，记者了解到，除了成
都市成华区第七人民医院开通
的心理援助热线外，成都市第四
人民医院在免费心理援助热线

“96008”24小时持续运行的基础
上，自7月31日起，选派5名资深
心理治疗/咨询专家开辟专门时
段，接听抗疫暖心热线，助力民
众打赢疫情“心理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实习生 赵云帆 摄影报道

8月4日，最高检发布
一起依法惩治破坏市场
竞争秩序犯罪典型案例，
彰显检察机关严惩破坏
市场竞争秩序犯罪的鲜
明态度。记者注意到，此
次发布的6个典型案例
中，包含一起“直播带货”
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案件。

最高检通报的案情
显示，2017年7月24日，
廖某与G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成
为该公司签约主播，并
由该公司配备人员组建
直播团队，在某电商平
台以直播方式为网店商
家营销商品。

自2019年起，廖某
直播团队先后与“ADOL
直 白 轻 奢 定 制 ”

“BLINGBLING 卜 莉 卜
莉”“创昇服饰”“诸暨市
安妮珠宝”等多家网店
合作，通过该电商平台
以直播方式为上述网店
销售假冒“Dior”“CHA-
NEL”“LOEWE”等商标
的服装、饰品、手表等商
品，销售金额共计人民
币67万余元。

2021年3月26日，上
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对廖某直播团队6
人向法院提起公诉（关联
售假商家犯罪嫌疑人均
另案处理）。

2021年6月29日，上
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判处廖某有期徒刑
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四十万元；其余5名
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三年

二个月至二年不等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五
万元至五千元不等，部分
被告人适用缓刑。一审宣
判后，各被告人均未上
诉，判决已生效。

对于该案的典型意
义，最高检介绍，“直播带
货”作为新型电商营销模
式，通过流量“变现”带来
巨大经济效益，带动了网
络经济的蓬勃发展。与此
同时，利益诱惑之下的刷
单炒信、虚假宣传、侵权
售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也逐渐显现，给直播电商
行业带来冲击。通过直播
的方式销售侵权商品，不
仅损害了注册商标权利
人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还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
争秩序。

最高检提到，为维
护网络营销的安全和秩
序，检察机关深挖售假
主播背后的产业链条，
对售假商家等上游犯罪
进行全链条打击。关联
售假商家人员共计39人
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八个月至拘役
五个月不等。

检察机关在惩治犯
罪的同时，还应关注到
案件中直播电商企业的
刑事合规风险，充分发
挥检察能动性，通过检
察建议等方式延伸检察
职能，督促、引导企业健
全相关机制，跟踪企业
落实整改，从而防范企
业法律风险，助力企业
持续健康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高鑫 北京报道

扫二维码查询：
病例活动轨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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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0-24时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

最新动态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众志
成城

24小时不停机
他们单日最高完成

40万人的核酸检验工作

24小时在线“解忧”
这个热线电话帮市民筑牢心理防线

8月3日上午10点过，冯新荣
的值班手机响了，电话那头是一
位40岁左右的男子，他因疫情已
居家数日，又因工作遇困，出现了
焦虑情绪。作为一名心理医生，冯
新荣仔细聆听着对方的每一句
话，一步一步地进行疏导，十多分
钟后，男子的焦虑情绪缓解许多。

方便 巡诊车+巡诊群
巡回医疗队把专家带到居民家门口

7月31日，成都市成华区全
面加强社会面管控的第3天。位
于华泰路2号的成都市第二人
民医院龙潭院区内，不似往日
般人流如织。不过，进院就医人
员减少，并不意味着医务工作
者工作量减少，他们近日的工
作量反而成倍增加了：不仅要
完成接诊任务，还要安排专员
对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就医人
员接诊，此外还要配合社区、街
道完成部分核酸采样工作。

据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
务部党支部书记、医务部部长
何睿介绍，“7·15”疫情发生后，
医院第一时间启动了一级响
应。半个月来，该院已累计完成
核酸检验工作210万人次，成都
市第二人民医院两个院区共诊
治中高风险地区、隔离酒店患
者261例；派出1791名医护人
员参与锦江区、成华区大规模
采样，采集样本650464人次，
协助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有效保障了市民的正常就
医需求。

根据今年5月10日发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象行业标准《桑拿天气等
级》，在北京、天津、河北、
山西、内蒙古、辽宁、吉
林、黑龙江、山东、河南、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判定桑拿天的标准
为日最高气温≥32℃、日
平均相对湿度≥60%、日
最大风力≤3级。

由此来看，今年6月
底到7月的四川，那真是
妥妥的桑拿月啊。然而，
经历了最近几天的短暂
降水，南方包括四川东部
的高温还将继续，高温将
贯穿8月上旬，不少地方
实现高温“全勤”。

据中国气象局公共
气象服务中心预报，未来
10天，四川盆地、陕西南
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高

温不仅持久，热度还将继
续升级，多地将连续出现
40℃左右的高温，最低气
温接近甚至超过30℃，闷
热贯穿全天。其中，四川
盆地、陕西关中等地在7
日前后的高温还可能具
有一定极端性。

成都方面，周末天空
状况逐渐转好，即将开启
晴热模式。成都气象台预
计未来三天天气：4日晚
上到5日白天阴天间多
云，夜间到上午有阵雨或
雷雨，中西部局部地方大
雨 到 暴 雨 ，气 温 23～
34℃；5日晚上到6日白天
阴天间多云，有分散阵
雨，气温24～34℃；6日晚
上到7日白天多云，早晚
有分散阵雨，气温24～
35℃；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戴佳佳

8月3日上午10点左右，成
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巡回医疗队
接到社区驻点医务人员反映，
成华区龙潭街道东方丽苑小区
有居民患病需要就诊。随即，该
院巡回医疗救治车迅速开到了
小区外面，各科室医务人员针
对不同患者的情况进行了诊断
和治疗。

未来10天
四川仍将出现高温天气

主播带货卖假名牌服装手表被判刑

最高检：
严惩直播领域
侵权售假犯罪

临床医学检验中心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巡回
医疗队为居民诊疗

冯新荣正在接听热线

8月4日15时30分，
四川航空3U6678航班平
稳停靠在成都天府国际
机场209机位，随后，安
装在该机位的全自动登
机桥在系统控制下驶向
飞机舱门，仅耗时50余
秒便顺利完成了自动对
接作业，标志着亚洲首
条全自动登机桥正式投
入使用。

全自动登机桥是天
府机场深入推进“智慧机
场”建设的一项重要成
果，安装在登机桥接机口
的舱门视觉定位系统能
够精准识别和锁定飞机
舱门，将信息实时传送给
中央控制系统，由AI自

控系统完成对接作业，
打破了需要工作人员手
动操作的局限，单次对
接时间较传统登机桥缩
短了20秒左右。此外，全
自动登机桥上使用了超
声波、毫米波、激光雷达
等各类传感器多达20个，
传感器均采用冗余设计
以强化数据校验，确保
测量出的高度、距离、角
度更加精准可靠，为全
自动登机桥靠接飞机提
供 了 更 有 力 的 安 全 保
障，为旅客提供了更顺
畅的出行体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邹悦 图据天府
国际机场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亚洲首条全自动登机桥投用

8月3日0-24时，“07·20”疫
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为既往
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无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截至8月
3日24时，本起疫情累计报告本土
确诊病例12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76例。 据健康成都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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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