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发布会疫 情 防 控

姚丽萍

疫 情 通 报

     截至 2月 7日 24时，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累计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31774例（其中重症病例 6101例），
累计治愈出院 2050例，累计死亡

722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34546

例（黑龙江省核减 14例），现有疑似
病例 27657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

触者 345498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

切接触者 189660人。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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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眼

    本报讯（记者 左妍）2月 7日

0-24时，上海市排除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疑似病例 103例；新增

确诊病例 12例，其中 2例为外地来
沪人员，10例为本市常住人口。

截至 2月 7日 24时，上海市已

累计排除疑似病例 866例，发现确

诊病例 281例。

目前，230例病情平稳，8例病
情危重，12例重症，30例治愈出院，

1例死亡。尚有 181例疑似病例正
在排查中。

    本报讯（通讯员 李璐 首席记
者 潘高峰）今天，上海警方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全
市首个不佩戴口罩强行冲闯地铁车

站的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2月 7日，违法人员陆某未佩

戴口罩进入轨交四号线临平路站，
被拦下后不听从劝阻，还动手推搡

安检队员。民警到场后，他仍欲强行

冲闯，民警见状将其控制，并带至车
站隔离区域检测体温，结果正常。

警方提醒：疫情防控期间，为确
保城市公共安全，乘坐轨道交通的乘

客必须佩戴口罩，配合工作人员开展体
温检测。对于不配合管理，扰乱车站秩

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处理。

    “不论你是上海人，还是新上
海人， 或者是在上海打工的朋友，

请热爱上海，如实报告行踪和健康
状况，不隐瞒不耽误，这是在保护
自己和家人！ ”

2月 7日，本报官微，读者留
言。 起因是，非常时期，非常立法。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17次
会议全票通过《上海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力做好当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决定》， 一经发布， 好评如
潮，是因为人心所向。 这部立法对
非常时期的不诚信采取“零容忍”。

1月 24日，上海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 半个
月来， 上海市民经历抗击非典以来
最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发动，

每个社区严防死守。遗憾的是，心怀
侥幸，隐瞒病史，逃避隔离，仍有发

生，公共卫生灾难性后果风险巨大。

非常时期，不诚信，零容忍。决
定说得明白———个人隐瞒病史、重
点地区旅行史、与患者或疑似患者
接触史、逃避隔离医学观察，这些
行为构成严重失信，失信信息将归
集至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依法
采取惩戒措施。

非常时期，非常立法，在上海，

不是第一次，信用“黑名单”的立法
思路却是头一回。

17年前，抗击非典，社区基层
也已遇到过不少麻烦，当时出现一
个新群体———防范非典监督员。这
些活跃在社区的“眼睛”遭遇履职
障碍， 常常有人借口自由不予配
合。 市人大常委会紧急立法，表决
通过《关于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传播的决定》， 其中特别明确了非
常时期市民的配合义务。

17年后，社会治理今非昔比。

什么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 最通俗的解读，就是———技术
进步了，法治更权威。比如，社会信

用信息的应用。 在上海，覆盖全市
法人、自然人的公共信用信息目录
可对外提供的查询数据达 3.2亿
条！ 这样的量，是否足以适应上海
市场对信用信息的深度应用 ？

2019年《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执
法检查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信用，信用，关键在“用”。在上
海，信用应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迄今，上海市公共信用平台已实现
与国家公共信用信息平台、16 个
区公共信用信息子平台、 自贸区、

司法局、住建委等 7个重点行业子
平台的互联互通， 推动日常监管、

资金支持、 录用晋升……逢办必
查。但这些，还不够。一个社会的信
用服务水平，总是与其经济发展水
平相适应。上海人均 GDP已突破 2

万美元，在这座城市，市民对信用
的看重，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的明证。 也难怪，隐瞒病史要进
失信“黑名单”，市民评价———这样
的强硬措施，支持！非常时期，爱上
海，讲诚信！

坚坚定定信信心心 同同舟舟共共济济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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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上午，奉贤区发布“奉贤区公

布第 1-9号确诊病例活动轨迹”，描述
奉贤 9名确诊病患的关系图与出行轨

迹。昨天，记者采访相关部门，以其中
一户六口之家为例，讲述了“轨迹图”

背后的故事。
“轨迹图”涉及的 2至 6例是一

家人，这家六口人中，五名确诊，只有

一位刚满 3岁的孩子幸免。该户家庭

所在的奉贤区金汇镇齐贤居委居民
区书记郑佳敏告诉记者，1 月 27 日

晚 6点多，她接到电话，称该社区一
位居民有发烧迹象，也就是第 2例病

患。当晚 7点，郑佳敏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生一并上门，将这位居民及

其 5名家属的近期行踪和身体状况

做了详细询问，并安排车辆送该家庭
前往奉贤区中心医院进行检查。

当晚 8点半，第 2例患者与当时

已有发烧迹象的父母、妹妹前往中心

医院就诊，留下妻女居家隔离。很快，
4名患者在同天被确诊。2月 4日，妻

子也被确诊，而 3岁的女儿经检测后
需隔离观察。妻子转院后，郑佳敏和

多位居委干部主动提出，自愿冒着被
感染风险，24小时居家陪护孩子。奉

贤区有关部门和区主要领导得知后，

当即联系市区有隔离条件的儿科医
院，最终解决了孩子的隔离问题。

昨天上午，孩子父亲已康复出
院，孩子所在医院也通知奉贤区卫健

委，可以解除隔离。为了让孩子第一
眼看到爸爸，区相关部门陪同孩子父

亲将入院前开过的私家车进行全方
位消毒后，让该父亲去接回已隔离数

日的孩子。奉贤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该家庭其他患者正在医院

治疗，未出现重症。本报记者 李一能

    本报讯 （记者 陆梓华

见习记者 张泽茜）昨天下午
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上，市卫生健康委新闻
发言人郑锦透露，截至 2月 6

日 24时上海发现的 269例确
诊病例中，聚集性疫情达 45

起，其中家庭、亲属聚集 38起，

单位同事 3起，亲友及同事混
合聚集的 3起，还有一起为与

确诊病例同一航班导致感染。
市卫生健康委建议，疫

情流行期间市民朋友减少外
出，不举行家庭聚会聚餐，不

去人群聚集、环境密闭的公
共场所。同时，也希望在沪的

市民朋友，能劝阻外地的亲
戚朋友，在目前阶段不来沪。

附：2 月 6 日确诊病例
涉及区域场所

● 黄浦区 陕西南路地
铁站

● 长宁区 虹桥街道虹

桥路 1024弄
● 徐汇区 枫林路街道

东安二村、 安吉斯铭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 普陀区连亮路111弄
● 杨浦区 定海路街道

宁武路 218弄

● 浦东新区 阳光花
城、民乐城兰丽苑、新高苑、

锦江之星风尚酒店 （机场镇
店）；芳草路欧麦克 KTV、金

京路地铁站
● 嘉定区 江桥镇金园

一路 1118弄、首创旭辉城
● 宝山区 海尚菊苑、

采菊苑
● 奉贤区 南行贤苑

● 松江区 新桥镇华兴
二村、沃天百联生活超市（新

桥店）

● 闵行区 虹桥火车站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见习记
者 张泽茜）为引导科学防控，疏导
就诊病人，减少医院人流，避免交叉

感染，防止疫情扩散，确保“新冠肺
炎”患者医疗救治和日常医疗服务

有序开展，本市卫生健康部门将会
同医保等部门，推出十条措施。这是

从昨日举行的市政府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传出的信息。

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郑锦介

绍，这十条措施包括，首先，对“诊

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长期服用
治疗性药物”的门诊慢性病患者，

经诊治医师评估符合要求后，最
多一次性可开具三个月用量的药

品。其次，医疗机构落实处方审核

责任，对慢性病患者进行用药安

全告知。如患者存在病情不稳定
等不适宜开具长处方情形的，要

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再次，医疗机
构对相关科室进行风险评估，部

分高感染风险的诊疗项目可暂停

开展，医疗机构将通过不同渠道

做好社会公告。
另外，医疗机构提供电话、网上

查询和预约服务，市民可以提前查
询，错峰就医，减少现场就医人数。

医疗机构加强门急诊预检和分诊，

对所有进入医院区域人员进行体温

监测和流行病学史问询，做好就诊
引导和分流。医疗机构加强发热门

诊医疗力量配备，扩展诊疗空间，将
相关病例就诊区域进行相对分区，

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 见习记

者 张泽茜）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府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市司法局一级巡视员

刘平对广大市民对疫情防控措施的理解和

配合表示感谢。他说：“我想再提三点建议：
一是严格守法。希望广大市民继续严格执行

疫情防控措施，特别是被依法采取隔离或者
医学观察措施的人员，应当积极配合，严格

落实相关要求。”

如故意隐瞒行程、不报备不隔离，或在隔
离期间擅自外出、与他人接触，情节严重的，将

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查处。“近

期，国内已有十多起类似案例，提醒大家不要
有任何侥幸心理。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

‘隔离不隔心’，不得歧视接受隔离或者医学观
察的人员，尊重其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

    本报讯 （记者 陆梓华 见习记

者 张泽茜）截至 2月 6日，据样本企
业监测，本市家政人员返沪率仅为 5%。昨日

举行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市商务委副主
任刘敏强调，本市要求加强返沪家政人员疫情

防控。对已在沪的重点地区来沪家政人员，严
格执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 14天的要求；对

即将来沪的重点地区家政人员，劝阻暂缓返

沪；对从其他地区返沪的家政人员，进行居家

或集中隔离观察两周后再安排上岗。
统计显示，全市近 50万家政人员，春节留

沪坚守岗位的近 23万。刘敏强调，应督促返沪家

政人员做好属地登记、居家隔离等工作；不得安
排隔离未到期人员上岗；新增服务需求安排春

节期间留沪人员进行保障；密切关注家政人员
健康状况，一旦发现异常症状，立即停止服务。

奉贤六口之家五人感染是这样被发现的

门诊慢性病患者 最多可开三个月用药

要尊重接受隔离或医学观察人员司
法

不得安排隔离观察未到期人员上岗

非常时期 非常立法

上海发布“确诊病例活动轨迹”
45起聚集性疫情 亲属聚集占38起

上海首个不戴口罩强闯地铁人员被拘

上海新增 12例 累计确诊 281例

全国累计确诊 34546例

家
政

第 2号确诊病例发现过程

男性，28岁，安徽金寨籍，常住奉贤区。 发病
原因为武汉出差史。 1月 17日由武汉出差返沪，

从上海虹桥乘出租车返回奉贤区家→1月 18日
前往长宁区公司上班，并参加公司年夜饭（普陀区

某酒店）， 聚餐后与 2名同事同乘出租车回家，同

事均在闵行下车，其返回奉贤家→1月 19日与其
母亲（第 4号病例）、妹妹（第 5号病例）、妻子（第 6

例病例）、 孩子自驾前往浦江万达永辉超市采购
（均戴口罩）→1月 20日无外出→1月 21日自驾

赴仁济医院南院发热门诊就诊后回家→1月 22、

23日无外出→1月 24日携妻女自驾前往杭州岳

母家→1月 25至 27日在杭期间无外出→1月 27

日携妻女自驾返沪，当日自驾携父母及妹妹前往
奉贤区中心医院发热门诊， 入住发热门诊隔离

室→1月 28日确诊→1月 29日至 2月 6日在定
点医院隔离治疗→2月 7日治愈出院（除了 1月

17日武汉回沪乘坐出租车外，均戴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