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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 25日，资阳市发布最新健
康提示，详情如下：

一、加强重点地区来（返）
资人员排查

各地、各行业、各单位要对近7日内广
安市、乐山市夹江县、达州市大竹县来（返）
资人员进行排查。

（一）对近7日内有广安市邻水县旅居
史的人员实行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天
居家健康监测。

（二）对近7日内有广安市其他县区旅
居史的人员实行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三）从即日起，对有乐山市夹江县、达
州市大竹县旅居史来（返）资人员实施“3
天2检”，结果未出前不外出、不聚集；乐山
市、达州市其他区县按常态化疫情防控要
求执行。

（四）公众要密切关注省内疫情相关动
态，主动查看是否到过成都市、广安市、乐
山市、达州市等疫情相关地区，是否与病例
活动轨迹有交集。如有上述情况，请做好
个人防护，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或入
住酒店报备，并配合做好核酸检测等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

二、加强成都市重点轨迹
排查

5 月 23 日，成都市青羊区发现一例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人员。该病例为
省外来蓉人员，活动轨迹扫描文末二维
码查看。

请与该病例活动时间和空间有重叠的
人员，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宾馆主
动报备，并尽快接受2次核酸检测（两次采
样时间间隔 24 小时），检测结果未出之前
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

高风险点位人员：居家隔离7天，第1、
3、7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测（不满足居家隔
离条件的，需集中隔离）。

中风险点位人员：居家健康监测3天，
进行 3天 2次（间隔 24 小时）核酸检测，检

测结果未出之前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
收到 12320 健康提示短信的市民，请

按照短信要求做好社区报备和核酸检测。

三、各类公共场所要严格
落实查验行程卡、扫场所码

酒吧、歌舞厅、洗浴场所、棋牌室（麻
将馆）、网吧、电子游艺厅、密室逃脱、剧
本杀、民宿、网约房等空间密闭、人员聚
集性和流动性强、外来人员较多的场所，
要查验进入人员的通信行程卡、健康码，
测量体温，督促其扫场所码。特别是发
现有 A、B 类地区旅居史人员时，要立即
向属地社区（村）报告，要第一时间识别
出通信行程卡带星及有“成都市”“上海
市”“北京”“天津”“广安市”“乐山市夹江
县”“达州市大竹县”的人员，并落实相关
防控措施。

四、最新来（返）资政策

（一）主动落实提前报备。所有市外来
（返）资人员均须通过“资阳报备”微信扫码
或通过资阳市民云APP报备个人行程，其
中21天内有境外旅居史人员、省外来（返）
资人员、省内中高风险地区或14天内有新
发疫情地区所在地市（州）来（返）资人员需
提前2天报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违反防疫规定，不主动申
报、刻意隐瞒信息或拒绝接受隔离医学观
察，造成疫情传播或者其他严重违法后果
的，将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

（二）继续倡导市外来（返）资人员“落
地即检”。

（三）对省外来（返）资人员按照《四川
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
关于调整来（返）川人员排查管理措施的通
知》（川疫指发〔2022〕64号）执行。

1.对所有省外来（返）资人员要求提供
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来（返）资后立即
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开展核酸检测间隔未
满24小时的，间隔24小时后开展），核酸检

测结果未出之前，不外出，不聚集；如不能
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要求
在来（返）资后进行3天2次（间隔24小时）
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未出之前，不外
出，不聚集。

2.对 7 天内有 A 类地区旅居史的来
（返）资人员，实施集中隔离至抵资后满 7
天，第1、3、7天进行咽拭子核酸检测，最后
1次双采双检阴性后解除隔离。

3.对 7 天内有 B 类地区旅居史的来
（返）资人员，按以下方式实施分类管理：

（1）对有本土疫情发生的县（市、区、
旗）旅居史的来（返）资人员，实施居家隔
离至抵资后满 7 天，第 1、3、7 天进行咽拭
子核酸检测，最后 1 次双采双检阴性后解
除隔离，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实施集
中隔离。

（2）对有其他县（市、区、旗）旅居史的
来（返）资人员，入资后实施 3天 2次（间隔
24 小时）咽拭子核酸检测，检测结果未出
之前，不外出、不聚集。

五、最新来（返）川政策

所有来（返）川人员，除提供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健康码和通信行
程卡外，还须在各查验点通过“四川天府健
康通”扫描“入川即检特殊场所码”（简称

“入川码”）。
扫“入川码”后，手机将出现24小时临

时弹窗，收到临时弹窗信息后，须于 24 小
时内在川完成 1 次核酸检测（可凭临时弹
窗和身份证在目的地就近免费测 1 次核
酸），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24小时后自
动解除临时弹窗。否则“四川天府健康通”
健康码将变成黄码影响出行，检测结果阴
性后将恢复为绿码。

所有来（返）川人员需在来（返）川前
向目的地社区（村）登记报备。可通过识
别扫描目的地市州报备二维码的方式进
行登记报备。如不便采取二维码方式报
备，可通过电话等方式向目的地社区（村）
登记报备（电话号码请通过网络或 114 等
方式查询）。

六、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及无症状感染者情况

5 月 24 日 0—24 时，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102例（上海44例，北京41例，天津7例，
四川 5例，吉林 2例，河南 2例，江苏 1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418 例（上海 343
例，河南28例，天津11例，辽宁11例，北京
6例，吉林 5例，浙江 5例，四川 4例，新疆 4
例，江西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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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秋

我们手挽手澎湃如海，我们肩并肩挺立如山，只为唤醒春天。
――题记

5月，广安市邻水县新冠疫情形势严峻，我和我的8位同事响
应医院号召，成为安岳县中医医院援助邻水医疗小组的一员，负
责核酸采样工作。5月19日，天气略带点闷热，当日下午接到通
知，让大家进行生活物品的简单准备，5点准时出发前往邻水县。

在前往邻水县的路上，放眼望去，车窗外绿意葱茏，呈现出一
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车内的小伙伴们像一群小鸟，享受着大自然
的美好，安静地相互依偎小憩。

凌晨1点，我们抵达驻地。来不及休整，放下行装，凌晨3点
便投入邻水县的核酸采样工作。虽时间紧迫，人疲马乏，但我们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而是迎难而上。穿着闷热的防护服，戴着厚
重的护目镜，一层一层地核对信息，一户一户地采集核酸。几个
小时的连续作战，看到同事因长时间穿着防护服，而被勒出的红
印；看到同事因无法上厕所，而不得不穿上成人纸尿裤；想到自己
因酒精过敏，全身布满红斑，心中也不时会涌出一阵酸楚。然而，
我们微笑的脸上，刻满了战胜一切的坚定；互相加油打气，给彼此
鼓足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来到邻水，我深受触动。
“大白”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穿梭，志愿者们在各个社区里

忙碌，邻水人民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各市（州）源源不
断地援助物资……这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脑海浮现，心中也不由
涌出战胜一切困难的激情。

看到领导干部不分昼夜地部署；看到基层工作人员各司其
职，24小时坚守岗位……他们不断地宣传、不断地运送物资、不厌
其烦地倾听与解释，让我感受到这中国的精神和中国的力量。

我坚信，有无数人的舍小家为大家，有无数人的默默负重前行，
冰雪终会消融，疫情总会散去。我们期待，春暖花开之日尽快到来。

（作者系安岳县中医医院妇产科医务人员）

本报讯（实习记者 朱雯洁）近期，有媒体报道称在病毒溯源
时发现新冠确诊病例和阳性物品有过接触，“物传人”问题引起社
会关注。近日，记者随机走访了雁城部分快递站点、商超，了解商
户防控措施落实和市民个人防护情况。

在城东新区希望大道，记者见到了正在等待市民前来取件的
快递小哥。他告诉记者，每天运送快递的物流车辆一到，值班人
员就会对车内所有快递进行消毒。在派件过程中，一些居民十分
重视防护工作，会戴好手套、口罩来取件，并且第一时间用酒精对
快件进行消毒。

在城东新区一家快邮驿站，记者观察到，前来领取快递的市
民多数都戴好了口罩，只有少部分未佩戴。取件窗口前的桌面上
摆放着口罩、消毒液等，门口还设有垃圾桶。“居民取件的时候基
本都会现场用消毒液给快件消毒，外包装就扔到门口的垃圾桶。”
驿站工作人员刘兴说。一位前来取件的市民告诉记者：“现在疫
情形势这么严峻，现场消毒，不把外包装带回家，可以少一分传播
风险，也便于统一处理。”

随后，记者来到一家超市，发现大多数市民在购物时都没有
摘下口罩，也没有直接用手触碰食品。尤其是挑选生鲜类食品
时，有的市民会在手上套上一次性购物袋，也有市民选择寻求工
作人员帮助，避免直接接触。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快件外包装尽量不要带回家中，避免用
手直接接触，及时消毒；外出采购时必须规范佩戴好口罩，避免徒
手接触食品及包装表面，防止“物传人”现象发生。

本报讯 5 月 23 日，雁江区发布 2022
年高（中）考前防疫要求，详情如下：

雁江区 2022 年高（中）考将在 6 月进
行，为保障考生顺利参加考试，确保考生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特提醒广大考生知悉
并遵守以下防疫要求：

1、考生即时申领本人的“四川天府
健康通”，并持续关注健康码状态。符合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条件的，务必完成疫
苗接种。

2、所有高考考生须在 6 月 5 日进行 1
次核酸检测，中考考生需在 6月 11日进行
1 次核酸检测，确保首次进入考点时能够
出示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雁
就读考生在就读学校集中检测，社会考生
及外地返雁考生自行到居住地核酸检测点
参加检测。

3、在雁就读考生考前连续 14 天学校
和住地“两点一线”，非必要不聚集、不跨区
域流动、不到人群流动性较大场所、不前往
中高风险等级地区。由所在学校负责对考
生从考前第14天开始，做好每日健康检测
和行程监管。

4、考生共同居住人要减少流动和聚集，
不到人群流动性较大的场所，不前往中高风
险地区，避免与有疫情风险的人员接触。

5、社会考生及外地考生须提前 14 天
返雁并立即向雁江区招生办报告目前滞留
位置和状态、自身健康情况、返程安排、联
系方式等相关信息，同时扫描“资阳报备”
二维码向社区（村）居委会报备，并保持登
记的手机号码畅通。

6、市外省内低风险地区来（返）雁考
生及家长须在抵雁时立即进行 1 次核酸

检测；广安市邻水县的来（返）雁考生及
家长实行 7 天集中隔离+7 天居家健康监
测；广安市其他县区的来（返）雁考生及
家长落实 7 天集中隔离措施；达州市大竹
县的来（返）雁考生及家长落实 7 天居家
隔离，居家达不到条件的一律集中隔离；
达州市其他县区和乐山市夹江县的来

（返）雁考生及家长，进行 3 天 2 次（间隔
24 小时）核酸检测，检测结果未出之前，
不外出，不聚集。

7、省外低风险来（返）雁考生及家长要
求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返雁后立
即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开展核酸检测间隔
未满24小时的，间隔24小时后开展），核酸
检测结果未出之前，不外出，不聚集；如不
能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要
求在来（返）雁后进行 3天 2次（间隔 24 小

时）核酸检测，检测结果未出之前，不外出，
不聚集。省外 A、B 类地区来（返）雁考生
及家长实施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7天。

8、考生确因疫情原因（被隔离或封控、
管控）无法按要求返回雁江参考，存在无法
克服困难的，请立即向雁江区招生办报告
相关情况。

9、因考生未主动报告滞留状态、滞留
信息不实、拒绝配合雁江区招生办工作安
排和防疫要求，导致不能参加高（中）考的
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10、请考生关注省教育考试院和资阳
市招生考试机构微信公众号、官网及长寿
雁江APP，及时获悉备考注意事项。

如需咨询请拨打电话：028-26216730、
028-26227169

据雁江之声微信公众号

预防“物传人”

咱资阳人收取快递、外出采购有讲究
资阳疾控最新提示

这些人员请立即报备并配合做好核酸检测

考生注意！

雁江区发布2022年高（中）考前防疫要求

截至2022年5月24日24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6例（其中境外输入1例），累计治愈出院5例。全市现有1例
确诊病例正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值班电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
26755783 26600171（夜间）
特别提醒：出现可疑症状，包括发热、

乏力、干咳等，在村（社区）公卫人员指导
下就医，不得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权 威 发 布

扫码查看活动轨迹

守望相助“逆”行护“邻”
——安岳县中医医院医疗组驰援广安邻水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