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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董瑞丰 徐鹏航）截至
21日凌晨，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波及陕西、内蒙古、甘肃、宁
夏、湖南、贵州、北京、河北、湖北、青海10个省区市。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已向多地派出工作组，指导当地
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内蒙古内蒙古、、陕西最先检出阳性病例陕西最先检出阳性病例
据通报，内蒙古二连浩特市12日对某物流园区闭环

管理人员例行隔日核酸检测时发现一组检测为阳性。随
后的进一步检测和会诊确认了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该患者第一时间闭环转运至医院进行观察治疗，相
关接触人员全部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日，二连浩特
市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据通报，16日至17日，陕西新增2例外省游客核酸检
测阳性病例。该二人由上海出发，曾在甘肃、内蒙古自
驾旅游，核酸检测确认阳性后，已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
治疗。

此后，西安市全面开展排查管控。上述游客所在旅行
团一行共7人核酸检测呈阳性，截至18日7时，确认其中6
人为确诊病例，1人为无症状感染者。根据病例轨迹追踪
信息，西安市突出重点、分级实施，开展核酸检测排查，并
对病例活动过的区域实行封闭管控。

多个省份相继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多个省份相继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上述阳性病例公布后，多地紧急对其密切接触者进

行追踪排查。
据通报，截至20日7时，内蒙古二连浩特市报告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7例。20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发现1人核
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截至21日记者发稿时，内蒙古额济纳
旗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3例。

截至20日中午，甘肃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例、无
症状感染者2名；宁夏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

此外，18日，湖南长沙县报告新增1例外省输入确诊
病例。19日，贵州遵义市确诊1例病例，专家组诊断为外省
关联病例；北京新增1例确诊病例，曾与宁夏确诊病例同
一车厢相邻。20日，湖北天门市报告新增2例确诊病例；河
北邢台市报告新增2名无症状感染者。21日，青海海东市
确认1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已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隔
离治疗。

多地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多地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疫情发生后，陕西、甘肃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动

员各级各方面迅速行动、及时防控。内蒙古阿拉善盟、北
京丰台区、青海海东市等地也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正逐
级采取封控管控等措施。

据通报，截至19日，西安重点场所重点人员进行核酸
检测，并封闭管控相关场所、小区22处。内蒙古额济纳旗
于19日起，在全旗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截至目前，甘肃兰州市中风险区已进行全员核酸检
测，自21日起，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线
下教学培训活动一律停止。

通报显示，从20日开始，河北邢台市计划用1天时间
完成邢台市信都区主城区、襄都区常住人口全员核酸检测。
湖北天门市已经采取密接追踪、封闭管控等疫情防控措施，
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正有序展开。

在湖南长沙县、贵州遵义市，确诊病例相关接触人员
及重点人群、场所正在全面排查，核酸检测、区域管控、环
境消杀等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推进。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的病毒基因测序结果尚未公布，
疫情源头还未确认。1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召
开疫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各地要进一步从严从紧抓好各项防控工作，坚决遏制当
前局部地区疫情扩散蔓延，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疫情波及10省 多地全面排查

新华社兰州10月21日电（记者白
丽萍）自10月21日起，兰州市中小学校
及幼儿园紧急停课。

为筑牢疫情防控堡垒，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兰州市教
育局20日晚下发紧急停课通知，决定自

10月21日起，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
外培训机构一律停止线下教学培训活
动，大中专职业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

兰州市教育局明确要求，各学校第
一时间要将停课要求传达到学校全体
师生和学生家长，确保全员知晓停课事

宜，及时完成核酸检测，并做好安全监
管和健康防护。

据兰州市教育局介绍，复课时间将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各学校不
得擅自提前复课。

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公室20日晚通
报，兰州市已对民主西路小学、兰州市
五十四中等 9 所学校采样 11326 份，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新华社银川10月21日电（记者艾
福梅） 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获悉，21 日 9 时，吴忠
市新增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利
通区1例、青铜峡市1例，目前均在自

治区第四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据了解，利通区新增确诊病例李

某系 19 日通报的省外输入性确诊病
例许某的同行人员，行动轨迹与许某
一致。青铜峡市新增确诊病例柏某某
与银川市确诊病例艾某某行动轨迹有

交集。
吴忠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工作指挥部要求，在此期间与
柏某某有过接触史或活动轨迹有交集
的人员，应迅速做好个人防护，立即
拨打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电话，不要外
出，等待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流调和核
酸采样，主动配合社区 （村） 做好相
应疫情管控措施。

新华社银川10月21日电（记者许晋豫）记者21日从
铁路部门获悉，面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铁路部门根据客
流运行情况，对部分旅客列车进行调整，截至目前，已停
运银川至北京西（G873/2 G871/4 次）、银川至上海虹桥
（G1817/G1802次）、银川至郑州东（G2251/4 G2253/2次、
G2255/8 G2257/6次），以及银川至西安北等方向的列车
14对。

据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车站介绍，银
川火车站严格执行属地疫情防控政策，强化消杀措施，对
候车室、售票厅等公共区域增加通风、消毒频次。在售票
厅、进站口等处设置4台红外体温检测仪，严格落实进出
站测温制度和行程码查验制度，做到进站、出站旅客100%
查验。对于发热旅客以及行程码异常的来银人员，银川
火车站第一时间与地方疫情防控部门做好“点对点”交
接。

在确保旅客健康安全出行的同时，银川火车站也加
强了职工在作业期间的安全防护，要求作业中客运职工
必须佩戴口罩、护目镜和手套，并全程做好体温检测；组
织客运车间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者方能
上岗作业。

新华社兰州10月21日电（记者梁
军）记者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
10月20日20时至21日12时，甘肃新增6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布在甘肃
张掖、兰州两地，其中张掖 2 名，兰州 4
名。本轮疫情发生至今，甘肃已有本土确
诊病例15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上述人
员均已转运至定点医院接受救治。

病例李某某，男，27岁，现住张掖市
山丹县博兴家园，系确诊病例张某的密
切接触者。10月20日，在张掖市重点人
群排查中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转运至市
级定点医院。无咳嗽、咽痛，经张掖市专
家组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郑某某，女，27岁，现住张掖市
甘州区锦绣家园。10月20日主动核酸检
测阳性，随即转运至市级定点医院，体
温38摄氏度，自觉咽痒、咳嗽，胸部CT
未见异常，经张掖市专家组诊断为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病例钏某某，女，70岁，现住云南省

昆明市省建五公司黑林铺小团山小区。
系确诊病例张某的密切接触者，10月10
日至15日有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酒
泉、嘉峪关旅居史，10月16日至19日再
次跟团前往甘南、陇南等地旅游，10月19
日返回兰州市。10月20日在兰州市重点
人群排查时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转运至
省级定点医院。咽干、乏力2天，胸部CT
显示左肺下少量渗出影，经省级专家组
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病例喻某某，男，83岁，现住云南省
昆明市五华区霖雨路美璟新城小区，10
月10日至19日全程与病例钏某某同程
旅游。10月20日在兰州市重点人员排查
时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转运至省级定点
医院。无发热、咳嗽等症状，胸部CT检
查未见异常，经省级专家组诊断为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李某某，男，75岁，现住云南省

昆明市西山区永昌街道共信时代广场，
10月16日至19日与病例钏某某同程旅
游。10月20日在兰州市重点人群排查时
核酸检测阳性，随即转运至省级定点医
院。自觉咽干、乏力，无发热、咳嗽、咳痰
等症状，经省级专家组诊断为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轻型。

病例王某某，女，79岁，现住云南省
昆明市官渡区拓东路石家巷，10月16日
至 19 日与病例钏某某同程旅游。10 月
20日在兰州市重点人员排查时核酸检
测阳性，随即转运至省级定点医院。自
觉乏力、咽干，无发热、咳嗽、咳痰等症
状，经省级专家组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轻型。

目前，上述人员相关流调、人员排
查、核酸检测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新华社兰州10月21日电（记者李杰）
记者21日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获悉，根据
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要
求，甘肃全省开展“两站一场”出省人员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甘肃省高
速公路部分收费站也实施管制，防疫物资
车辆和生活物资车辆可正常通行。

截至10 月20 日20 时，甘肃省现有
本土确诊病例9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

此次疫情涉及甘肃省兰州市、嘉峪关
市、酒泉市、张掖市等地，确诊病例活动
轨迹点多，波及机场、铁路等区域。

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
导小组交通检疫组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以最快速度遏制疫情蔓延，把疫情影响
降到最低，甘肃省突出重点人群、重点
区域、重点场所的管控，目前已对甘肃
省内铁路场站、汽车客运站、机场等重

要交通枢纽出省人员开展24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持有证明方可进
站乘车、乘机。同时，甘肃省高速公路部
分收费站也实施管制，防疫物资车辆和
生活物资车辆可正常通行。

交通运输部门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密
切关注疫情动态，非必要不出省；确需出
省的需凭健康码绿码和24小时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通行，全程做好个人防护。

新华社呼和浩特 10 月 21 日电
（记者魏婧宇 贺书琛） 记者从内蒙古
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新冠肺炎防
控工作指挥部获悉，21 日额济纳旗
报告新增 8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据了解，21 日，额济纳旗第一轮
全员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已出。经流行
病学调查和核酸复检，并经内蒙古自
治区临床专家诊断，确认新增8例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已全部转入定点医院
医治。

截至目前，额济纳旗共有本土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13例。额济纳旗新冠
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已对确诊病例落
实流行病学调查，对相关接触人员开
展排查追踪和管理，对相关场所采取
封闭管理及消杀等措施。

10 月 21 日凌晨，在
兰州市城关区天水路一
核酸检测采样点，市民有
序排队接受核酸采样。

10 月 20 日，为筑牢
疫情防控堡垒，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甘肃省兰州
市扩大城关区、七里河
区、安宁区核酸检测人
员范围，连夜增设数百
处采样点，24 小时提供
检测服务，核酸检测工
作全面提速。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甘肃新增6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甘肃两站一场出省需持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兰州中小学兰州中小学、、幼儿园紧急停课幼儿园紧急停课

宁夏吴忠市新增宁夏吴忠市新增22例确诊病例例确诊病例

内蒙古额济纳旗新增内蒙古额济纳旗新增88例本土确诊病例例本土确诊病例

兰州兰州：“：“不眠夜不眠夜””的战的战““疫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