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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禹州封城十日
八輪全員核檢源頭仍未明

病例持續兩位數增長 養老院11確診者與外零接觸
中國人口大省河南正同時迎戰

Delta 病毒和Omicron 病毒，
疫情防控形勢嚴峻。河南省衞健委
12日消息顯示，1月11日零時至24
時，全省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118
例。這也是1月以來，該省單日新
增確診病例人數首次破百。

全員核檢直至「撈乾淨」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病例活動軌跡

中了解到，禹州夏都醫院養老護理
部最早的病例是在5日進行的全民
核酸檢測中發現的，之後該護理部
便陸續有病人確診。確診病例有10
人是長期居住在此的病人，未有與
外界接觸。唯一一名確診的護工日
常工作便是照料該護理部首位確診
病人，而該護工從12月中旬開始便
一直住在養老護理部，未有外出，
未接觸公寓外的人。
河南禹州此輪疫情來源一直未明。

從1月2日發現疫情以來，河南禹州便
緊急採取措施，防控級別層層增加，3
日便已經要求全市居民居家隔離，4日
則要求所有機動車禁止上路。但從5

日開始，禹州確診病例便連續兩位數
增長，最高1月10日新增74例，1月
11日則新增41例。
針對確診病例快速增長的問題，禹

州市市長陳濤說，這次疫情病毒屬於
Delta變異株，Delta變異株具有載毒

量高、複製性強和感染性強的特點。
進行全員核酸檢測主要目的就是把感
染者找出來，通過前幾輪全員核酸檢
測，發現還有病例不斷出現，這表明
還沒有「撈乾淨」。禹州將持續開展
全員核酸檢測，直至把病毒「撈

乾」「撈淨」。1月10日以來的確診
病例還是集中於集中隔離點，整體
來講是可控的。

安陽多名公職人員被問責
正在全力阻擊Omicron病毒的河

南安陽，已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23
例，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當地
多名公職人員因防控不力被問責。
自1月8日安陽出現疫情後，當地確
診病例數量快速增長。幾日前，當
地官方稱，安陽病例與天津本地疫
情屬同一傳播鏈，均為Omicron變
異株。
安陽市紀檢監察部門 12日通報

稱，因疫情防控不力，當地61家單
位、11名相關責任人被通報處分。
通報顯示，被問責處分的包括安陽
市龍安區衞健委黨組書記孫某林，
文峰區銀杏街道辦事處黨工委副書
記常某偉，北關區豆腐營街道辦事
處政法委員、武裝部長丁某獻，北
關區曙光路街道辦事處文博社區黨
總支書記、社區主任戚某軍，林州
市臨淇鎮衞生院院長郝某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蕊河南報道）河南禹州自1月2日

出現疫情以來，雖第一時間便封緊門戶，但經過10天8輪的

全民核酸檢測後，仍未顯現拐點。截至11日24時，許昌市

禹州市本輪疫情共報告確診病例275例，已連續7天兩位數

增長。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公開的139例確診病例活動軌跡發現，除了近90病例是此前已經公布的較

大聚集性群組歐亞陶瓷公司員工及其密接外，有11例則全部來自於禹州夏都醫院養老護理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河南鄭
州報道）河南省許昌市公安局12日通
報，經公安機關調查，鄭州金域臨床
檢驗中心有限公司區域負責人張某東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實施引起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傳播或者有傳
播嚴重危險的行為。

網傳引起病毒傳播 集團否認
禹州市公安局於 2022 年 1 月 10

日，對張某東以涉嫌刑事犯罪立案
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目前該案正
在進一步辦理中。此條通告一時引
起網絡熱議，令原本就無源可尋的

禹州疫情更加撲朔迷離。但警方尚
未透露具體細節。
在微博、股吧等社交平台上，有

網友稱鄭州金域涉嫌在當地新冠檢
測中丟失樣本並偽造檢測結果。1月
12日晚間，金域醫學官方微博發布
聲明：關於河南省許昌市公安部門
通報鄭州金域一員工涉嫌違法一
事，金域醫學集團高度重視。對於
網絡上出現「主動傳播病毒」「丟
失樣本」「偽造數據」「瞞報數
據」等傳言，經公司調查，不存在
上述情況。
鄭州金域是金域醫學的第五家子公

司，位於河南省鄭州市自貿試驗區，
成立於2008年，是河南省衞生廳批准
的首家具有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第
三方檢驗機構，在河南省內擁有37個
服務網點。
據了解，2022年1月2日，鄭州金

域接到河南省許昌市下屬禹州市衞健
部門的通知要求參與禹州市疫情防控
篩查。目前禹州的全民核酸檢測機構
已經更換。
據禹州市民汪先生表示，本輪疫情發

生後，禹州很快就開展全員核酸檢測，
當時相關部門通知大家，參加檢測需使
用一個名為「金域服務」的小程序，但

是後來就不能使用了，再做核酸檢測，
需要帶上身份證等證件。「前面一直在
用，出事之後就沒再用過了。」汪先生
說。

產能暴增日檢超200萬人次
據鄭州金域去年8月10日轉發的

相關媒體報道表示，鄭州市近一半
以上的核酸檢測都是該公司完成。
據金域醫學集團副總裁蔡田稱，鄭
州金域單日24小時產能從疫情前的
三萬多管提升到現在的20萬管，可
以單日檢測超過兩百萬人次的檢測
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8日從陝西赴
河南調研指導防控工作，連日來先後到疫情較
重的鄭州市二七區和中原區、許昌市禹州市、
安陽市湯陰縣，深入爆發聚集性疫情的超市、
工廠、學校以及隔離場所、定點醫院、封控小
區，實地了解流行病學調查溯源、社區管控、
集中隔離、患者救治、服務保障等情況。她指
出，禹州疫情的社區傳播風險仍然沒有完全消
除，要拓寬溯源思路，開展流調「回頭看」，
縮短疫情拖尾時間。

封控區要做到足不出戶
目前，河南疫情波及 7個地市，重點是鄭

州、禹州、安陽，三地疫情防控的形勢任務不
同，防控工作處於關鍵時期，絲毫不能掉以輕
心。孫春蘭強調，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
於疫情防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落實李克強總
理批示要求，堅持全省一盤棋，科學防控，分類
施策，採取針對性更強的舉措，加快篩查、流
調、隔離，盡早發現和管控風險人員，早日實現
社會面「清零」。
孫春蘭指出，鄭州疫情總體趨穩、防控效果

開始顯現，要實施差異化分區核酸篩查，突出
重點地區和人群，盡快排查出散在的感染者和
風險人員，清除風險隱患，實現社會面「清
零」。禹州要開展流調「回頭看」，對城中村
等區域要逐戶敲門，摸清底數，壓茬推進核酸
檢測，加大轉運隔離力度，把密接、次密接人
員都管控到位，封控區真正做到足不出戶。要
用心用情做好封控小區群眾的生活物資保障，
分類保障疫情期間群眾的基本就醫需求，確保
群眾訴求能得到及時回應和解決。

加強隔離人員心理撫慰
孫春蘭強調，奧密克戎毒株傳播快、傳染力

強，對安陽現有的防控措施是個考驗，各項舉
措落實得快才能跑贏病毒。要進一步提高核酸
檢測、流調排查的效率，採取嚴格的社會面管
控措施，盡快阻斷傳播途徑，嚴防疫情外溢擴
散。隔離點的管理服務要到位，加強隔離人員
的心理撫慰和低年級學生的照護。奧密克戎毒
株感染者臨床症狀以上呼吸道感染為主，要抓
緊準備專門的收治醫院，調派國家醫學專家，
加強臨床救治和研究，總結救治經驗，完善診
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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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域醫學鄭州區負責人被刑事立案偵查

●河南禹州
過去 10 天
共展開8輪
全民核酸檢
測。
資料圖片

●河南禹州自1月2日起實施封控措施。圖為禹州市永和苑社區，居民代表將
蔬菜裝車，準備發放給封控區的群眾。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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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天津疾控中心認
為，本次天津疫情或使自元旦
期間便已存在，後循學生感染
向各社區擴散。由於本次感染
個案分布在四個區13個街鎮，
且有公職人員，天津市兩會先
後宣布延期，具體開會時間另
行通知。

元旦開始傳染 校園屬「重災區」
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張穎

分析表示，天津疫情在元旦小
長假期間就已經在社區中存在
了。由於託管班在元旦期間未
放假，孩子們可能接觸到了病
毒；在1月4日開學之後，又把
病毒帶回到了各自的學校中，
造成了校園感染，再隨孩子被
分散到了不同的社區。
根據現有公布的107份完整流

調報告，107例感染者中，男性
42例，女性65例；年齡最大74
歲，最小5歲，年齡中位數30
歲，新增感染者中成人比例升
高。病例數兩例以上的單位包
括咸水沽第七小學（18例）、
高莊子小學（17例）、卓瑞託
輔培訓機構（8例）和富豪國際
大酒店（2 例）。涉津南區
（100例，佔比93.46%）、河西
區（3例）、西青區（3例）和
濱海新區（1例）共13個街鎮。
按發病時間分析，發病時間最
早為2021年12月29日，前期呈
散發狀態，1月4日起發病數逐
漸增加，1月8日驟然增多，並
進入平台期。目前共出現11宗
家庭聚集疫情。職業分布情況
為學生48例，幹部職員14例，
服務行業人員7例，離退人員6
例。
受此影響，天津市人大12日

亦宣布，適當推遲召開天津市第
十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六次會
議，具體開會時間由天津市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會議另
行決定。早前的1月7日，政協
天津市第十四屆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第二十一次會議亦決定，推遲
召開政協天津市第十四屆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具體開會時間由政
協天津市委員會主席會議另行決
定。

●天津市西青區中北鎮錦曦花苑
社區一處核酸檢測點，家長抱着
孩子進行核酸檢測。 新華社

天津兩大學生抵大連後轉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

大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總指揮部12日通
報稱，兩例持核酸陰性證明自天津返鄉的
大學生，經落地再檢測後呈陽性。天津市
疾控中心部門急電京冀加強防控，該市教
委亦要求返鄉學生上報健康狀態。截至目
前，天津已有逾34萬名學生和教職工返
鄉，仍有約5.6萬名留校學生需按要求進行
封閉管理。大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總指
揮部通報顯示，兩名大學生均有在天津津
南區活動史，8日離津時所持核酸檢測結
果為陰性，9日抵大連後被大連市進行管
控，10日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但在12日
被宣布為陽性病例，惟官方尚未公布兩人
所染毒株是否為正在天津肆虐的奧密克戎
（Omicron）。但早前河南安陽一名自天
津返鄉大學生已被證實與天津奧密克戎疫
情為同一鏈條，且引起本地傳播。

兩生坐火車曾途經北京和北戴河
由於兩名大學生乘坐的火車曾經北京和

河北省北戴河市，大連市疾控部門依兩人
的流調信息，並向國家衞健委報告，要求
尋找兩名大學生的密切接觸人員。「上午
接到了大連的協查函，第一時間就聯繫北
京、河北省進行了通報，請他們關注各個
大學放假返回的人員，一定要為他們第一
時間採集核酸，把控風險，早發現、早控
制，不要在河北省、北京再出現外溢感
染。」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張穎說。
天津市疾控中心主任、市衞健委副主任

韓金艷12日通報，截至12日下午2時，
天津共報告陽性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137
例，其中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76例、
無症狀感染者17例，其他44例初篩陽性
感染者待臨床專家組進一步核驗後進行通
報。根據已公開的流調信息顯示，48例
為學生，超過感染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全市大中小學進入寒假
天津市教工委12日宣布，全市大中小

學即日起進入寒假。教工委專職副書記孫
志良透露，截至1月12日上午9時，天津
市教育系統師生員工於2021年12月23日
（含）以來離津總數345,295人，其中，
學生337,212人，教職工8,083人。
離津學生在屬地進行核酸檢測329,382

人，佔比97.7%；離津教職工在屬地進行
核酸檢測7,984人，佔比98.8%。目前尚

有7,929名離津師生員工未做核酸檢測，
其中90.6%的人已被屬地防控部門安排居
家隔離，其餘745人未被屬地隔離。
同時，天津22所高校有56,426名學生留
在校園。所有學校實行封閉式管理，明確
校外無關人員一律不准進校，校內學生未
經批准一律不准出校，任何人進入校門一
律核驗身份、檢測體溫、查驗健康碼行程
碼和接種碼。

離津人員每兩小時定時報告
教工委專職副書記孫志良說，天津市教
育兩委（教委、教工委）還建立了離津人
員摸底情況每兩小時定時報告制度，離津
人員健康管理和核酸檢測情況日報告、日
通報制度。並將保障物資充足供應，進一
步加強學校食堂保供穩價工作，嚴把校園
食品衞生安全質量關。

●天津大學
北洋園校區
體育場，學
生志願者們
11日凌晨積
極參與抗疫
核檢志願服
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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