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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省卫健委消息，2 月
12日0-24时，安徽省报告新
增确诊病例22例，确诊病例
数连续三天下降。2 月 13
日，全省治愈出院 38 例，我
省当日治愈出院病例数首
次超过前日确诊病例数。

目前，黄山市已连续13
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疫情
发生以来，按现住址分类，

全省有 20 个县（区）无确诊
病例。

2月9日至2月12日，新
增确诊病例人数分别为：51
例、30 例、29 例、22 例，连续
三天下降。

2月9日至2月13日，治
愈出院的病例分别为：13
例、16例、20例、20例、38例，
治愈出院人数大幅提高。

2020 年 2 月 12 日 0- 24
时，安徽省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22例，新增疑似病例38例，新
增危重症病例3例，新增死亡
病例1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0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合肥 4
例、淮北1例、亳州3例、宿州2
例、蚌埠5例、阜阳4例、滁州1
例、六安1例、铜陵1例。

新增疑似病例中，合肥 4
例、淮北3例、亳州7例、宿州3

例、蚌埠 9 例、六安 6 例、马鞍
山2例、池州3例、安庆1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中，
合肥 6 例、淮北 1 例、亳州 5
例、宿州 4 例、马鞍山 2 例、铜
陵2例。

截至2月12日24时，安徽
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910 例
（淮南核减1例），累计治愈出
院病例128例，累计死亡病例
5例，累计医学观察密切接触
者19784人。

累计确诊病例中，合肥
161 例、淮北 25 例、亳州 100
例、宿州38例、蚌埠146例、阜
阳 142 例、淮南 23 例（核减 1
例）、滁州13例、六安60例、马
鞍山 32 例、芜湖 31 例、宣城 6
例、铜陵 28 例、池州 16 例、安
庆80例、黄山9例。

截至2月12日24时，安徽
省在院治疗确诊病例777例，
其中危重症病例11例。

2 月 13 日即将治愈出院

38 例，是疫情发生以来，当日
治愈出院病例数首次超过前
日确诊病例数。其中，安庆
14例、亳州4例、合肥7例、铜
陵 1 例、宿州 2 例、芜湖 1 例、
阜阳6例、马鞍山2例、蚌埠1
例。

死亡病例病情介绍：
患者吴某某，女，69岁。1

月27日入住蚌医二附院呼吸
科，1月28日检测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阳性，转入蚌埠市传染

病医院治疗，1月29日患者病
情加重转入蚌医一附院（省级
新冠肺炎重症集中收治基地
医院）。入院诊断为：新冠肺
炎（重型）并发急性呼吸衰竭、
2型糖尿病。入院后医院多次
组织省、院专家组多学科会
诊，全力进行抢救，给予高流
量吸氧，抗病毒、抗感染、免疫
球蛋白、中医中药及对症支持
等综合治疗。2 月 12 日抢救
无效死亡。

根据省卫生健康委发
布的最新疫情，2020 年 2 月
12 日 0-24 时，淮北市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
诊病例1例，新增疑似病例3
例，排除疑似病例3例，治愈
出院1例。

截至2月12日24时，淮
北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25
例（在治 19 例、治愈出院 6
例），现有疑似病例11例，在
治确诊病例和现有疑似病
例均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
治疗。累计追踪密切接触
者1119人，累计解除医学观
察 923 人，其余 196 名密切
接触者均在接受医学观察。

新增确诊病例情况：
确诊病例 25：门某某，

女，54 岁，常住濉溪县沱河
路交通局家属楼，近期住盐
业公司家属楼照顾父母。
系 确 诊 病 例 19 门 某 某 姐
姐，属密切接触人员。1 月
30日上午，曾接妹妹从领尚
春城到韩自刚诊所输液（当
天 确 诊 病 例 18 也 在 输
液）。1月31日-2月3日往
返于自家和父母家，并在周
边活动。2 月 4 日，上午骑
电瓶车到县医院给妹妹送
东西。2 月 5 日-10 日隔离
观察。2月11日经对密切接
触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结果
阳性，17 时左右经 120 救护
车转运到市人民医院住院
隔离治疗，经专家组诊断为
疑似病例。

风险三：范某，男，相山区
渠沟镇大梁楼村居民。1月27
日-2月8日多次为市、县乐新
真 棒 超 市 和 大 润 发 超 市 送
货。期间，因女儿生病，三次
带女儿前往市人民医院急诊

科输液治疗（1 月 27、30、31 日
下午）；1 月 29 日上午从久兴
批发市场东门进入，为乐新真
棒 超 市 苏 杭 时 代 久 兴 店 送
货。患者于2月8日17时出现
发热、咳嗽、咳痰等症状，自服
药物治疗，效果不佳。2 月 11
日 10 时 40 分，前往市人民医
院就诊，随即入院隔离治疗。
（患者送货和就诊途中均自驾
车、戴口罩）

风险四：门某某，女，濉溪

县沱河路交通局家属楼居民，
近期住盐业公司家属楼照顾
父母，系妹妹门某某（确诊病
例 19）的密切接触人员。1 月
30日上午，曾接妹妹从领尚春
城到韩自刚诊所输液（当天确
诊病例 18 门某也在输液）。1
月31日-2月3日往返于自家
和父母家，并在周边活动。2
月4日上午骑电瓶车前往县医
院给妹妹送东西。2 月 5 日-
10 日居家隔离观察。2 月 11

日经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核
酸检测，结果阳性，17时由120
救护车转运到市人民医院住
院隔离治疗。

请公众通过自我回忆、检
索摸排自己是否曾与可疑病
例发生过同室、同车、同餐、同
桌“四同”情况，发生过“四同”
情况的，请立即向当地社区
（村居）报告，实施自我隔离并
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如出现可
疑症状（发热、咳嗽、胸闷、乏

力等），濉溪县域内的由濉溪
县医院安排救护车接至濉溪
县医院就诊；市辖三区内，相
山路以西由市人民医院安排
救护车接至市人民医院就诊；
相山路以东由淮北矿工总医
院安排救护车接至淮北矿工
总医院就诊。

淮北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办公室

2020年2月13日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来
袭，一时改变农村百姓走亲串
户、拉呱聊天、扎堆买菜的习惯
绝非易事。烈山区烈山镇在严
格管控的基础上，结合各村（社
区）实际纷纷成立了防疫劝导
队，通过宣传、引导、监督等方式
降低交叉感染风险，用实际行动
筑牢基层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2月13日早上7点半，南庄
村村委委员晁磊从家赶到值守
点，和队员们碰了个头，简单交
代一下注意事项，便带着大伙
朝着巡逻路段出发。这支防疫

劝导队共有5名队员组成，晁磊
是队长，另有1名党员和3名入
党积极分子，他们巡逻的范围
是村里的一条主干道，单趟走
下来大约三公里，一天至少走
三趟。目前，南庄村共有5支这
样的防疫劝导队。

“队长在前面扛着旗，队员
随身携带小喇叭，一是循环播
放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下发的
各个通告和镇村录制的防疫宣
传口号，二是发现有人群聚集
现象及时制止。”南庄村党总支
书记李辉说，前段时间天气晴
好，村民们出门买菜见到熟人
难免聊上两句，劝导队员发现

后通过小喇叭“霸气喊话”，提
醒大家迅速散开回家，起到了
良好的宣传劝导效果。

在烈山镇，防疫劝导队已
成为每个村（社区）的标配。烈
山镇党委书记史庆超介绍，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镇里根据
疫情防控新形势、新特点，及时
调整防控工作重点，变宣传队
为劝导队。劝导队成员由村
（社区）“两委”、基层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一组一会”成员等
组成，重点在小区、超市、广场、
临时卖菜点等劝导部分群众聚
集扎推、不戴口罩、购物不排队
等问题，精准落实基层村（社

区）和商超管控措施。
自防疫劝导队成立以来，队

员们纷纷瞄准关键环节，查找堵
塞防控漏洞，充分发挥劝导利剑
作用。吴山口社区防疫劝导队
每天两次在社区和临时菜市场
进行巡逻，向群众喊话宣传防疫
知识，劝导不要聚集扎堆；凤凰
社区防疫劝导队重点在辖区超
市、药房门口巡逻，并组织人群
有序排队，间隔控制在一米以
上；洪庄社区防疫劝导队利用便
携小喇叭，沿着社区大街小巷宣
传最新的防疫政策，提醒大家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主动做到

“不出门、不串门、不聚会”。巡

查过程中，除了“软”劝导，还有
硬措施。队员们积极配合防疫
卡点的值守人员做好管控工作，
遇到强制闯卡和拒不配合检查
的外来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公安
机关，坚决阻断二代传播链。

“农村疫情防控，既要注重
细节，也要结合实际。我们会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
关于疫情防控的重大决策部
署，紧盯6类重点人员，加强疫
情溯源和监测，充分调动基层
百姓的积极性主动性，凝聚起
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史庆超表示。

本报讯 自1月25日开始，
市公安局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指挥部，下设纪律督查
组。纪律督查任务由驻局纪检
监察组和市公安局督察支队承
担，每天派出3个纪律督查组，监
督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在不干扰基层一线正常工
作的情况下，该局采取灵活多
样、务实有效的方式开展监督
检查，督促各单位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工作责任，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保

障。截至 2 月 10 日，纪律督查
组分别深入到濉溪县公安局、
相山公安分局、杜集公安分局、
烈山公安分局、交警支队、特警
支队、监管中心等所属基层一
线的所队、卡点、执勤点、管控
点65个单位。

根据市委统一部署，该局
就全市党员民警、辅警严格落
实“三报到”要求，积极服从街
道、村（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纪律督查组加强对党员民
警落实联防联控措施的监督检
查，鼓励督促党员干部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

本报讯 “您是李东书记
吗？我是双龙社区的居民，向您
反映个情况，现在疫情一直在继
续，社区的卡点设置、马路消毒
等防疫工作做的很好，但是对于
公共厕所的防疫，是不是可以加
大消杀力度，让老百姓更放心。”

“感谢您向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建
议，请您放心，保证立即落实！”
这是不久前杜集区矿山集街道
党工委书记李东与“社区疫情直
通车”的电话内容。放下电话，
他立刻召集临时党支部书记及
社区、环卫所等单位负责人，针
对群众反映的公厕情况制定措
施、落实人员。同时，迅速将双
龙社区以及朱庄社区的公厕作
为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重
要区域，积极落实卫生防控措
施，加大防疫消杀力度，拉起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防护线。

1 月下旬以来，杜集区矿
山集街道率先在双龙、朱庄社
区开通“社区疫情直通车”，发
挥群防群治、联防联控作用，动
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社区防
疫工作中来，对社区防疫工作
中的不足以及好的意见与建
议，通过直通车上的联系方式
直接打电话给街道主要领导和
社区负责人。街道或社区第一
时间成立专班、落实到位，确保
每一位群众的诉求都有回音、
都能解决，打通了疫情期间“最
后一公里”，做到了群众问题立
刻办、群众烦恼不隔夜。

目前，杜集区矿山集街道
“社区疫情直通车”开通以来，
共收到辖内9个村（社区）群众
反映的防疫宣传、卡点口人员
车辆进出设置、生活采购、重点
区域和群众就医等意见建议
26 件，全部办结，获得当地广
大干部和群众的点赞。

村村劝导有队伍 疫情防控有特色

烈山镇筑牢基层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群众问题“立刻办” 群众烦恼“不隔夜”

杜集区“社区疫情直通车”
获干群点赞

市公安局以监督检查
护航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反超了！
安徽单日痊愈人数超过确诊人数
确诊病例数三连降 治愈出院人数大幅提高

2月13日淮北市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通报

2月13日安徽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

2月11日，在濉溪县经济开

发区内的英科医疗生产车间，工

人加班加点生产。面对疫情，安

徽英科医疗用品有限公司16条

PVC医用手套生产线满负荷运

转，每天生产PVC、丁腈等各类

医疗防护手套 800 万只销往各

地，全力保障防疫物资生产供

应。

■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通讯员 高丹青

医疗防护手套
生产忙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刘亚军

■ 通讯员 殷雷

■ 通讯员 申正亮 张蕾

2 月 13 日 下 午 ，安 徽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连续举办
三场新闻发布会。与以往
不同的是，新闻发布人全
程站立发布信息、回答提
问。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
了最吃紧的关键阶段，安徽
进 一 步 改 进 新 闻 发 布 方
式。新闻发布人直奔主题、
回应关切，讲短话、讲干货，

开场发布不超过10分钟，每
场发布会总时长原则上不
超过30分钟。

从 1 月 22 日至 2 月 13
日，安徽已召开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23场。

广大市民：
近期我市新增确诊病

例呈下降趋势，但疫情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防控任务仍
十分艰巨。从我市当前疫
情看，关联久兴批发市场的
病例所占比重较大，感染风
险较高。为切实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决定对涉及久兴批发
市场有关人员开展免费核
酸检测初筛工作。现将相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1月16日后曾经在
久兴批发市场内或周边逗
留，并且期间有过发热、咳
嗽、腹泻等可疑症状，或者
家 人 有 过 上 述 症 状 的 人
员，以及久兴批发市场各
商户和工作人员，请见此
通告后，主动电话联系所

在社区（村）进行登记，按
照社区（村）统一安排，前
往指定医疗机构开展核酸
检测。

二、如果不配合参加检
测，不仅会使您和您的家人
失去早发现、早治疗的机
会，还有可能将病毒传染给
家人和亲朋好友；给他人人
身、财产造成损害的，或造
成病毒传播传染等情节严
重的，还将被依法追究责
任。

为了您和您家人的身
体健康，为了尽快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请您积极配
合！

淮北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

2020年2月13日

淮北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应急综合指挥部通告

（第十号）

与时间赛跑！
安徽抗疫新闻发布会站着讲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变化，为做好密切接触者线索排查，现将2月
11日0-24时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疑病例个案信息公布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