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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病例3例（包头市土右旗1例、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1例、乌海市海勃湾区1例）。均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目前，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1156人，尚在接受医学观察中。当日解除医学观察60人。

本报 2月 4日讯 （记者 张文
强）2月4日上午，自治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第7
场新闻发布会，自治区防控指挥部医
疗救治组呼吸与危重症专业组长、内
蒙古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主任医
师云春梅介绍了全区医疗救治工作总
体情况，并与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医师姜晓峰共同回答了
记者提问。

据介绍，自1月24日自治区报告
第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
患者以来，截至2月4日9时，全区累
计报告确诊患者 35 人、疑似患者 3
人，其中重症4人，危重症2人。目前

治愈出院1人，其余患者病情总体平
稳。

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
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建立三级救
治工作网和医疗专家指导救治、分级
负责的制度，确保每一名患者都能得
到及时有效规范的救治；医疗资源全
部实施盟市区域统筹，重点保障收治
病例的医院开展救治工作。

目前，全区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依据疫情变化调整并公布定点收治
医院 113家，发热门诊筛查医院 217
家，公布了专用值班电话，并安排了专
人24小时值守。

自治区成立了由呼吸、重症、传

染、影像、检验、蒙中医药、妇科、儿科
等多个专业70余名专家组成的自治
区级医疗救治专家组，盟市、旗县也相
应成立专家组；建立了病例病情日报
告、零报告制度和远程会诊、专家会商
制度，实时了解病情变化，形成共识意
见，指导患者救治，改善防控措施。

自治区、盟市专家组成员第一时
间实地参与救治工作，及时会商会诊、
开展多学科诊疗、组织病例讨论，完善
个体化治疗方案，做到精细化管理和

精细化治疗，最大程度减少死亡病例
的发生。深化蒙中西医临床协作，实
行综合施治，蒙医药、中医药参与全部
患者的治疗，部分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显著；及时安排心理救援队伍介入医
疗救治，为患者和疫情防控一线的医
护人员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同时，根据疫情发展态势和实际
工作需要，自治区组建了由62名医护
人员组成的两个梯队的6支应急医疗
队伍， ■下转第3版

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召开
全区医疗救治工作总体情况新闻发布会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苏永生）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武汉加油！湖北
加油！”2月4日下午，呼和浩特白塔机
场二楼大厅响起嘹亮的口号声，我区第
二批驰援湖北医疗队（护理专业）102
名队员从这里出征。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治需要，按照国家要求，自治区卫
生健康委第一时间组织了102人的医
疗队（护理专业）奔赴湖北，执行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任务。
据了解，这支医疗队由2名机关干

部带队，100名护士组成，护士分别来
自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内蒙古
自治区中医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
健院、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肿瘤医院5家自治区级
医院以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兴安盟、
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鄂尔多斯
市、巴彦淖尔市的23家医院。

刘翠芬是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创伤科的护士长，也是该院派出
的 5 名驰援湖北护理小分队的负责
人。“接到组建护理专业人员驰援湖北
的通知后，我们医院有200多名护理人
员递交了请战书，4日凌晨1点接到奔
赴前线的任务后，我们5个人立即准备
好行李物品，加入出征行列。到达湖北
后，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战胜疫情，平安
归来！”

即将奔赴湖北的呼和浩特市妇幼
保健院综合外科护士郭佳灵说：“我1
月27日向单位递交了请战书，2月2日
单位通知做好出行准备，4号上午正式
接到出征湖北的通知。作为一名有 5
年护理经验的护士，我一定会努力工
作。我相信，有国家对医护人员的爱护
和支持，再加上我们丰富的护理经验，
我们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平安回来
的。”

我区第二批驰援湖北医疗队我区第二批驰援湖北医疗队（（护理专业护理专业））出征出征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丁燕）2
月 4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
主任石泰峰深入呼和浩特市及自治区
有关部门单位检查疫情防控和市场供
应、交通保障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利
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精准高效推进
疫情防控工作，高度重视抓好市场供应
保障，扎实有效做好交通运输领域疫情
防控和交通运输保障工作，下更大气力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石泰峰首先来到呼和浩特市美通
农产品批发市场，与市场负责人深入交
流，详细询问交易量同比变化、进货渠
道是否畅通、蔬菜肉蛋奶供应是否充
足。石泰峰走进食全食美超市，实地检
查物资供应情况。“白菜价格变化大

吗？现在多少钱一斤？供应有保障
吗？”他边看边与超市营业员交流。当
了解到各类物资供应充足，没有发生囤
货抢购的情况，石泰峰强调，市场供应
直接关系群众日常生活，要科学研判节
后需求变化和消费方式转变，既要畅通
进货渠道保证市场供应量充足，又要多
措并举保证价格稳定，确保在疫情防控
期间人民群众生活平稳有序。

石泰峰非常重视大数据服务疫情
防控和交通运输保障工作，他来到呼和
浩特市公安局、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
交通运输厅、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调研
检查，听取云联网平台查询、重点人群
排查、密切接触者轨迹追踪、移动保障
重点专线、铁路客货运等疫情防控工作

开展情况介绍，并通过视频现场查看各
盟市高速路口查控工作和车辆通行情
况。石泰峰强调，疫情面前，时间就是
生命。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
段，快速有效地收集、研判、核查、处置
各类疫情信息，全面追溯、精准排查掌
握人员信息，通过信息共享和联防联
控，把线上信息与线下落地有效结合起
来，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效开展。
要充分发挥通信平台作用，及时准确发
布疫情和防控信息，回应社会关切。他
强调，这次疫情防控考验我们的社会治
理能力，要在这场战役中锻炼队伍、提
升水平，把疫情防控形成的有效机制常
态化应用到今后工作中，对防控工作中
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要加紧研究解决。

石泰峰指出，交通运输既是遏制病
毒传播的重要环节，又是服务人民群众
出行、维护经济社会正常秩序，保障疫
情防控期间物资供应的重要支撑。当
前，疫情防控关键期与春运返程高峰期
叠加，要科学研判，精准施策，统筹做好
交通运输领域疫情防控和交通运输保
障工作，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保障
公路交通网络不断、应急运输绿色通道
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
通道不断。他强调，要在做好防控工作
的前提下，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
工作，为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力保障。

自治区领导王莉霞、马学军、张韶
春参加检查。

石泰峰深入呼和浩特市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单位
检查疫情防控和市场供应交通保障工作

□安华祎

在这个特殊的春节里，在抗击疫
情的战场上，“关键岗位，党员顶上”

“我是党员，我先上”成为全区各地党
员干部面对疫情最响亮的回答。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
部就是一座堡垒。呼和浩特市上万名
在职党员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赤

峰市四级书记齐上阵，带动广大干部
群众共克时艰；通辽市科左中旗几百
名驻村帮扶干部放弃春节假期，深入
基层全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他们
身先士卒深入一线广泛动员群众、组
织群众、鼓舞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
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
密防线，用实际行动让党旗在防控疫
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真正成为这
场“战疫”的主心骨， ■下转第3版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一线高高飘扬

内蒙古累计报告35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呼和浩特市4例（新城区2例、玉泉区1例、赛罕区1例） ●包头市6例（昆都仑区3例、土右旗3例）
●呼伦贝尔市3例（满洲里市1例已痊愈出院、牙克石市1例、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1例）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1例 通辽市经济开发区1例
●赤峰市2例（松山区1例、林西县1例） ●锡林郭勒盟2例（锡林浩特市1例，二连浩特市1例） ●乌兰察布市3例（四子王旗1例，化德县2例）
●鄂尔多斯市9例（东胜区1例、鄂托克前旗1例、达拉特旗7例） ●巴彦淖尔市3例（五原县2例、临河区1例） ●乌海市海勃湾区1例

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

2月4日，内蒙古卫生健康委发布消息：

□本报记者 张文强

疑似病例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戴宏）
2月 4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
主席、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布小林深入
乌海市和阿拉善盟，检查疫情防控工
作。她强调，要全面动员，全面部署，
尽最大努力，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

企业人员相对集中，春节假期结
束陆续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不容
忽视。布小林到宜化化工、兰太实
业、聚实能源、哈伦能源等企业走访，
详细了解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她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
要的工作来抓，切实做好各项防护工

作。同时，要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坚决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隐患，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

阿拉善盟中心医院是自治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救治定点医院。
布小林来到医院，详细询问急诊接诊、
筛查流程以及防护救治等举措，了解
应急后勤物资储备情况。在阿拉善盟
蒙医医院，她向医护人员询问相关诊
疗情况。布小林强调，医院既要全力
防控疫情，也要保障非发热病人就医
需求。她还叮嘱医护人员严格做好隔
离防护，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全
力救治患者。

■下转第3版

布小林在乌海市和阿拉善盟
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尽最大努力坚决遏制
疫情蔓延势头

本报乌兰察布 2月 4日电 （记
者 皇甫美鲜 见习记者 郭羽）按
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2月1日至3
日，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秀领
在深入包联的乌兰察布市督促检查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时强调，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把各
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李秀领采取不打招呼、随机检查
的方式，分别到丰镇市、察右前旗、察
右后旗、察右中旗、卓资县、集宁区等6
个旗县（区），深入乡村、社区、医院、疾
控中心、交通检查点等重要点位，对当
地组织指挥、联防联控、物资保障、舆

论宣传等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明察暗
访，督促指导疫情防控，并与乌兰察布
市有关负责同志交流了相关情况。

李秀领表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
区党委政府相关要求，充分发挥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势，坚决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有
效阻断疫情传播。

李秀领指出，现阶段要把疫情防
控作为重中之重。在实施网格化管理
时，要从疫情防控的实际需要出发，缩
小网眼， ■下转第3版

李秀领在乌兰察布市督促
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要压实责任 精准施策
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郑学良

“我要捐2吨小香米谷子，但是运
不出去，希望红十字会能上门拉走”。
说出这话的，是清水河县老牛湾镇上
石槽梁村李闰厚和杨素琼老两口。

疫情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在这场战役
中，有冲在前面的党员干部，有来自各行各
业的普通群众，还有来自他们——脱贫户。

“我俩在政府的帮助下脱了贫，现
在滞留武汉的儿子受到政府照顾安然
无恙，政府对我们一家的恩情，比这2
吨谷子重多了。”这2吨小香米谷子，不
仅仅是粮食重量，更是李闰厚和杨素
琼对社会沉甸甸的回报。

1月31日，深夜的寒风中，李闰厚
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一趟趟肩扛背

背，把整整50袋谷子装到了车上。
有人出粮，也有人出力。

“我能帮忙给排查，每天都去”。
这是清水河县窑沟乡不灿洼村刁满贵
的声音。前年他还戴着贫困户的帽
子，他家是乡干部、村干部、驻村干部
常去的地儿。疫情来了，大家都忙起
来了，脱了贫的他也站出来了。

“我值夜班，给我多排几个，你们歇
着的时候，轮替着换我”。这是苏四小的
声音。同样作为曾经的贫困户，脱贫以
后，日子变得越来越好了。如今疫情来
了，他主动要求加入疫情防控大军，他
说：“我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儿。”

“我也能，看看安排我干点甚”“还有
我，把我也带上”……这些都是来自脱贫
群众的声音。他们说，现在疫情袭来，大
家都行动起来了，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我捐2吨小香米谷子！”

2月 4日，我区第二批
医疗队启程驰援湖北。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于涛 摄

奉献爱心 抗击疫情

疾控专家温馨提示：

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去
人员密集处，平平安安每一天。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
断，早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