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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抗击疫情
政协委员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
每一个国人的心。疫情当前，郑州
市政协委员迅速行动起来，或捐款
捐物奉献爱心，或坚守岗位抗击疫
情，截至2月4日，郑州市政协委员
合计捐款逾447万元，捐赠各类医
疗、防疫物资价值 500多万元，充
分展现出郑州市政协委员的责任
担当。

疫情发生以来，科伦河南片区
总经理王振翔第一时间组织员工进
行物资采购。1月23日，第一批捐
赠物资已经顺利送达郑大一附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
等34家医院。同时，全体员工从大
年初二开始全员就地上岗，开展抗
击疫情的工作。积极了解当地各大
医院接诊情况，统计医院需求，统一
采购，统筹分配，目前已捐赠各类医
疗物资价值逾207万元。

河南省晨罡实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相军无偿为郑州市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提供信息化系统技术支

持及近百万元的办公设备，确保
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展开。

民革郑州金水二支部主委、河
南恒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红梅联合各界爱心人士自发筹
集资金捐款1万余元，购置一次性
医用防护口罩两万个，分别赠送
给高速交警等抗击疫情一线的实
战单位。

河南长城铁路工程建设咨询
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泽洲组织员工
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捐款 8.8 万
元；郑州芙罗拉餐饮资源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罗巧玲为经开区疫
情防控指挥部和郑州大学华中阜
外医院捐赠 4200 斤水果、500 斤
面条，价值 2.8 万元；郑州市咱家
小院餐饮有限公司董事长史龙超
为西流湖办事处、莲湖办事处等
防疫一线工作人员免费送餐，并
将持续至疫情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4日，
市政协委员合计捐款逾447万元，
捐赠各类医疗、防疫物资价值500
多万元。

《郑州市居家隔离观察工作规范》发布

居家隔离观察须
严格执行九项要求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市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
室了解到，《郑州市居家隔离观察工作规范》
已正式发布。居家隔离观察管理对象包括自
省内外返回驻地的人员。自省内返回驻地的
居家隔离观察 7天，从省外重点疫区返回驻
地的居家隔离观察14天，观察期自返回驻地
当天算起。

居家隔离观察管理规范包括以下九项
内容：

将居家隔离人员安置在通风良好的单人
房间，减少与家人近距离接触。

限制活动，最小化和家庭成员活动共享
区域，并确保共享区域（厨房、浴室等）通风良
好（保持窗户开启）。

其他家庭成员进入其居住空间时应佩戴
口罩，口罩需紧贴面部，在居住空间中不要触
碰和调整口罩。口罩因分泌物变湿、变脏，必
须立即更换，摘下并丢弃口罩之后或离开其
居住空间后，应用肥皂和流水清洁双手。洗
手时，应使用一次性擦手纸。如果没有，用洁
净的毛巾擦拭，毛巾变湿时需要更换。

偶然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来捂住口鼻的材
料可直接丢弃，或者使用之后正确清洗（如用
普通的肥皂/洗涤剂和清水清洗手帕）。

家属应尽量减少与其本人及其用品接

触。如避免共用餐具、毛巾、浴巾、床单等。
餐具使用后应使用洗涤剂和清水清洗以及高
温消毒。

推荐使用含氯消毒剂和过氧乙酸消毒
剂，每天频繁清洁、消毒家庭成员经常触碰
的物品，如门把手、床头柜、床架及其他卧室
家具。至少每天清洁、消毒浴室和厕所表面
一次。

使用普通洗衣皂和清水清洗其衣物、
床单、浴巾、毛巾等，或者用洗衣机以 60 至
90 摄氏度和普通家用洗衣液清洗，然后完
全干燥上述物品。将其使用的床品放入洗
衣袋，不要甩动衣物，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和
自己的衣服。

家人应戴好一次性手套和保护性衣物
（如塑料围裙）再去清洁和触碰被其分泌物污
染的物体表面、衣物或床品。戴手套前、脱手
套后要进行双手清洁及消毒。

若出现不适现象，应及时与社区管理
人员联系；需要就医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就近的医疗机
构就诊。

此外，按照要求，驻地政府要指定专门
的社区管理人员每天对观察对象进行随访，
及时了解观察对象的健康状况，妥善安排观
察对象的用餐和日常生活用品。

信阳南阳防疫物资告急
省慈善总会紧急支援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受疫情防控需求形

势影响，南阳市、信阳市多家定点诊治医院医用防护物资库
存告急。河南省慈善总会紧急支援，向南阳、信阳拨付善款
1000万元、物资价值23.9万元。目前物资已经在发往信阳
和南阳的路上。

6日，记者从省慈善总会了解到，截至目前，省慈善总会
共拨付南阳地区用于疫情的资金是 450 万元，信阳地区
550万元。其中拨付信阳市慈善总会救助资金 450万元、
拨付信阳 9家医院资金 100万元（拨付至信阳市红十字会
30万元用于信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拨付至光山县财政局20
万元用于光山县人民医院、拨付至潢川县人民医院 20万
元、拨付至罗山县红十字会 5万元用于罗山县人民医院、拨
付至息县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 5万元用于息县人民医
院、拨付至淮滨县人民医院 5万元、拨付至固始县红十字会
5万元用于固始县人民医院、拨付至商城县红十字会5万元
用于商城县人民医院、拨付至新县红十字会 5万元用于新
县人民医院）。

据介绍，本次捐赠给信阳、南阳两地的物资既有网友捐
赠，也有爱心企业及个人，涵盖防护服、护目镜、N95口罩、
一次性医用口罩等。

一路绿灯！郑州紧急调拨物资支援武汉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栗璋鹏 文/图）

昨日 14时 35分，45007次列车满载一批紧急
运输物资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管内圃
田车站一路绿灯奔赴湖北武汉。这是该站自
1月 25日以来发送的第十四批支援物资。

据了解，该批紧急运输物资从河南省救
灾物资储备保障中心调运，包括 16500 床棉

被、22600件棉大衣、2300张折叠床等。接到
紧急运输通知后，郑州局集团公司相关部门立
即行动，迅速组织人员装车。运输部门统一协
调，开辟抢运防疫物资绿色通道，优先取送、优
先装车、优先挂运，加强机车交路的动态掌握
和调整，保证疫情防控物资一路绿灯直抵武
汉，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思念”首批捐助200万元
速冻食品驰援抗“疫”一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昨日，记者从思念食

品了解到，思念食品宣布将首批捐赠 200万元速冻食品驰
援湖北、河南、广东等部分地区，以更好地保障疫情防治工
作一线医护人员及住院患者的饮食安全。

据悉，此次捐助涵盖汤圆、水饺、包子、面点等多个品
类的速冻速食产品，将陆续由思念食品组织武汉当地员
工、志愿者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军医院、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等十
余家武汉定点救治医院，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以及河
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传染病医
院等四家郑州定点救治医院。

郑州驰援火神山医院
6.5吨污水处理药剂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由郑州爱心企业
河南君安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捐赠、郑州长通
物流免费运输的 6.5 吨污水处理药剂，从郑州
出发紧急送往武汉火神山医院。

记者了解到，目前武汉火神山医院污水处理
药剂存量有限，急需补充。本次送往武汉火神山
医院的污水处理药剂为PAC和阳离子PAM，共
计 6.5吨，可供火神山医院使用两个月。河南君
安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湖北与
河南相邻，豫鄂一家亲，作为郑州本土企业，有责

任去帮助武汉渡过难关。
作为本次污水处理药剂的运输方，郑州长通

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
接到相关运输通知之后，长通物流积极安排运送
车辆，确保本次货物安全顺利送达武汉。

自疫情发生以来，作为河南本土龙头物流
企业、郑州物流协会会长单位，郑州长通物流
主动担责、积极行动。接下来，长通物流还将
会把更多的医疗物资，分批分次地运输到防

“疫”一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君 通讯员 余岚 文/图）为支
持家乡人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攻坚战，连日
来，英国河南同乡会暨英国河南
商会号召老乡们积极寻找货源，
筹集到一批口罩陆续发回老家
河南。

2月 1日，郑州市侨联发出
《共抗疫情！致郑州海外华人华
侨倡议书》，呼吁海内外华人华
侨为家乡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英国河南同乡会积极作出回
应，迅速发起了捐赠防疫物资
的倡议，得到英国广大侨胞的
热烈响应，快速筹集了首批 4.5

万个口罩。目前，这批防疫物
资已陆续抵达河南。其中，捐
赠河南省人民医院和金水区总
医院各 1万个。捐赠驻马店 1.5
万个，廊坊市人民医院 1万个。

2月 5日傍晚，由英国河南
同乡会运送的第二批物资自伦
敦抵郑，其中包括捐赠郑东新区
慈善总会的 1万个口罩，以及帮
助英国华人爱心救助队定向为
河南省人民医院捐助的 200 个
FFP2口罩。

据悉，还有一批捐赠给金水
区政府和河南省人民医院的 1
万个口罩，正在协调运输，将很
快抵郑。

疫疫战 路上 齐心协力

5日，河南极地鹰
电商兵分两路，分别
向交警二大队、交警
四大队以及郑州高铁
站、市一院、市六院、
河南省中医院第一附
属医院捐赠了方便
面、火腿肠等价值30
多万元的爱心物资。
本报记者 宋 晔 摄

英国河南同乡会侨胞
为家乡捐赠抗“疫”物资

《郑州市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工作规范》发布

集中隔离观察点应确保单人单间
本报讯（记者 成燕）确保隔离观察对象单

人单间；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和疑似病例密切
接触者应分别在不同楼层居住，做到相对隔
离。记者昨日从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该办公室已正
式下发《郑州市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工作规范》。

该《规范》确定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包
括：确诊和疑似病人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的密
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必须接受集
中管理，在本《规范》发布之前已实施居家医学
观察人员，按照自愿原则、经本人同意纳入本次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管理，观察时间连续计算。对拒绝隔离观察
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的，由当地公安
机关依法采取强制隔离措施。

观察点医务人员统一调配

观察点医务人员由辖区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统一调配，原则上每个观察点每班
按每50人配备两医（最好是全科医生或呼吸科
医生）两护，通过微信群等方式接受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学观察等指导。同时根据
需要配备足够工作人员辅助完成相关工作。

不得在医疗机构设置观察点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必须具备基本的生活
设施（通风、有上下水及化粪池、保暖设施），配
备必要的消毒剂和个人防护用品。确保隔离观
察对象单人单间，减少观察对象之间的接触。

集中隔离场所要与集中居民区相对隔离，距离
500米以上，不得在医疗机构设置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场所。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应配备红外体温探测
仪或体温计、听诊器、手消、环境消毒剂、常用及
急救药品和设备。

观察期间不得随意外出

按照要求，实施医学观察时，应当书面或口
头告知医学观察的缘由、期限、法律依据、注意
事项和疾病相关知识，以及负责医学观察的医
疗卫生机构及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集中隔离观察期限从最后一次与确诊和
疑 似 患 者 发 生 无 有 效 防 护 的 接 触 算 起 14
天。疑似病例在排除后，其密切接触者可解
除医学观察。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应独立居住，尽可
能减少与共同居住人员的接触，确诊病例密切
接触者和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应分别在不同楼
层居住，做到相对隔离。要做好医学观察场所
的清洁与消毒工作，避免交叉感染。观察期间
不得随意外出。

观察期满由医务人员出具证明

医务人员应该每天早、晚对隔离观察人员
进行体温测量，并询问其健康状况，填写密切接
触者医学观察记录表等各种表格。

隔离观察人员一旦出现发热、寒战、干
咳、咳痰、鼻塞、流涕、咽痛、头痛、乏力等相关

症状，应立即向管理人员报告，并按规定送定
点医疗机构诊治，采集标本开展实验室检测
与排查工作。如排查结果为阳性，应转运到
定点医疗机构，对其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

医学观察期满时，如无异常情况，应及时解
除医学观察，由医务人员出具证明。

该《规范》还公布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
消毒与个人防护规范。相关人员应进行一级防
护(穿戴工作服、一次性工作帽、医用一次性防
护服、医用防护口罩（N95及以上）或动力送风
过滤式呼吸器、防护面屏或护目镜、工作鞋或胶
鞋、防水鞋套等。

观察点需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对各类污染对
象进行消毒处理。具体包括隔离房间、走道及
其他公共区域，隔离房间、公共活动区域的桌
面、台面、地面等，以及隔离者衣物、餐(饮)具，
观察对象的排泄物、分泌物和呕吐物、生活废水
处理等。生活废水在排向市政管网前，针对集
中观察点建筑的污水处理池(化粪池)的第一
格，进行投氯消毒处理。经检测余氯达标后再
行排放。一般生活用建筑物设计上都配套有三
格式化粪池。没有修建集中化粪池的集中观察
点，在所在区域的污水处理站加大投氯消毒量，
确保消毒后余氯达标。

按照要求，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管理人员
及医学观察对象的保障由所在地政府负责，要
保证人员合理用餐和营养及日常生活用品。做
好人文关怀，对老人、儿童、孕妇和严重基础疾
病患者等特殊人群采取特殊措施。

河南第三批援鄂医疗队
入驻江汉方舱医院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汪辉 李京儒）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继河南先后派出两批医疗队共257人奔赴
援鄂一线后，郑大一附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再次出征，支
援疫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记者昨日连线郑大一附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队长赵松
了解到，该院救援队已在江汉方舱医院前搭建了帐篷医院，为
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提供了物质保障。

作为河南省第三批援鄂医疗队，2月 4日，由该院医疗
专家、护理专家、医院感染管理专业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等
组成的46名救援战士奔赴湖北，支援疫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抵达后，赵松立即召开骨干会议，成立
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援鄂抗疫医疗队临时支部委员
会，负责统筹疫情防控一线机构各项工作。

2月 5日下午，位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江汉方舱医院
正式投入使用，当晚就有来自郑大一附院的12名医师进入
方舱展开救援。十几个小时下来，该院专家团队共收治病
人200多人，并完成了各项记录。据悉，郑大一附院国家紧
急医学救援队也是该方舱医院首批进驻的国家救援队。

赵松告诉记者，由于工作时间比较长，不能喝水上卫生
间，有的队员专门穿上纸尿裤，以便减少外出时间，节约防
疫装备，“当专家们走出病房的时候，汗水已经湿透了衣服，
但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