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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欣 李雪萌）2月

17日，青海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在西宁召开

第七场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负责人和医疗专家，通报

近期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及

医疗救治情况，及时客观公开患者

救治情况，提振全社会齐心协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疫

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宣传组组长

王志明主持。

发布会上，省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王虎通报了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情况。他介绍，根据省委省政府

和省指挥部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统一部署，我省各地各部门围

绕“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防控策

略，科学部署，精准施策，扎实工作，

全省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效，自 2月 6日以来，全省连续 11日

无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报告。下一

步，将科学部署、继续强化防控措

施；强化属地责任，科学研判疫情走

势；全面落实查控措施，严格做好节

后返工人员隔离工作；加大防治知

识和政策宣传力度，指导群众加强

自我保护和防范；全力保障救治药

品、检测试剂、消毒物品、防护用品、

生活必需品等物资储备供应；织密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网络，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处置阻击战。

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局长

黄立成通报了我省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工作情况。他介绍，截至 2 月 17
日 12时，全省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8
例，已治愈出院 13例（72%），住院 5
例。目前，2例重型病例病情稳定。

截至 2 月 17 日，我省医务人员零感

染。连续 11天新增确诊病例、疑似

病例零增长，无死亡病例。我省在

医疗救治方面，一是及时制定了医

疗救治工作预案；二是整合医疗资

源，保障有效救治；三是畅通了疫情

信息报送制度；四是落实“四集中”

原则，提高治愈率；五是强化培训，

确保医护人员“零感染”；六是注重

中西医结合治疗；七是拓展业务，确

保及时救治。

黄立成还介绍了我省赴湖北医

疗队的情况，感谢中组部、团中央第

20批援青博士服务团的专家们和国

务院指导组的专家们，指导我省医

疗救治工作有序开展。

省第四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医师卓玛通报了我省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医疗救治情况。她介绍，在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省卫生健

康委的领导下，青海省新冠肺炎病

例在救治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四个集

中的原则，特别是对重型和危重型

病例的治疗，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

管局调集全省优质医疗资源，集全

力将省级三级医院多学科专家集结

在一起，发挥西医、中藏医省级专家

组作用，累计会诊 20余次。

卓玛在发布会上向省内外专家

以及在武汉一线的专家和始终坚守

在发热门诊、留观病房、尤其是隔离

病区的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医师多杰通报了我省新冠肺

炎医疗救治诊疗标准情况。他介

绍，新冠肺炎病例作为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按

甲类传染病管理。疫情发生后，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制

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试行第二版、试行第三版、试

行第四版、试行第五版。平均 4 天

发布一个新的诊疗方案。我省对 18
例病例的诊断和治疗就是按照国家

标准，并结合临床情况进行会诊，不

断调整治疗方案开展救治的。

省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刘香春

通报了我省中医药新冠肺炎防治应

用情况。她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全

省中医医疗机构按照“不断完善诊

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总体工作

要求，积极主动发挥中医药优势，制

定中医药防控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积极参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救治工

作。省中医院按照国家的诊疗方

案，修订、完成《青海省中医院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共四版。

在结合我省地域环境、时令气候、防

治人群体质特征的基础上，拟定了

“扶正避瘟合剂、藿兰清化饮、芩蚕

解毒合剂、防瘟散（香囊）”四个中药

复方。“青海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的中医药综合防治方案研究”

课题，获省科技厅第一批疫情应急

立项。

省藏医院藏医主任医师万玛拉

旦通报了我省藏医药新冠肺炎防控

应用情况。他介绍，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全省藏医药系统细化工作

方案，发挥藏医药作用和优势。各

级藏医院在常规消毒工作基础上，

使用熏燃艾叶、侧柏叶、藏药香等藏

医传统方法开展消毒。基层藏医院

及时生产九味防瘟黑药药囊、流感

丸、七珍汤散等传统防瘟制剂。省

藏医院编制了藏文版新冠病毒肺炎

预防常识电子手册、藏汉双语新冠

病毒肺炎防护科普动画在医院订阅

号发布。省级专家组中的藏医专

家，全程参与我省确诊病例的会诊、

救治工作。青海大学藏医学院、省

藏医药研究院等藏医药教学、科研

单位也相继依托我省“藏药新药开

发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开展“藏医

药防治新冠肺炎的应用研究”等课

题研究。

青海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处置工作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郭佳 通讯员

石迎春）2 月 18 日，记者从西宁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局成

立了安全生产及产品质量监管

组，指导督促相关企业按规定做

好复工复产准备和疫情防控工

作，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

形势稳定。

安全生产及产品质量监管

组检查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特

种设备使用单位、电梯维护保养

单位等 32家，对发现的未配备电

子测温计、测量体温不登记、防

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约谈

相关企业负责人，责令立即整

改，要求企业针对实际情况制定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同时，对西宁市企业多、信

息杂、时间紧的现状，及时印发

了《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春季

开 复 工 特 种 设 备 安 全 生 产 提

示》，对疫情防控期间市场监管

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开工复工提

出了明确要求。监管组工作人

员通过打电话、微信提示等方

式，督促落实企业复工指导、检

查审核工作。同时，将电梯做为

疫情防控重点对象，深入电梯使

用、维护保养单位，督促其加强

电梯运行情况巡查，要求定期消

毒杀菌，及时排查修复电梯故

障，全力保障电梯安全有效运

行，落实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措

施。另外，以西宁市电梯物联网监

控为手段，实时监视电梯运行情

况，充分利用12345及96365电梯

应急处置电话优势，第一时间处置

了7起电梯故障等突发事件。

监管组还印发了《西宁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疫情防

控期间电梯安全保障工作的通

知》，规范疫情防控期间特种设

备生产使用，为防止交叉感染或

因防疫工作限制，实行灵活的维

保机制，降低了维保人员接触传

染源风险。

本报讯（记者 刘茜）2 月 18 日，

记者从西宁市城市管理局获悉，自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宁市城管局

加强对西宁市各类公厕的防疫消毒

杀菌工作，有效阻断病毒传播渠道。

西宁市城管局委托专业机构编

写了《西宁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厕所消毒规范化操作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印制 4000册，下

发至相关单位，进一步提高公厕消毒

和处置能力。

《指引》涵盖城镇公共厕所、机关

企业单位内部公用厕所、商场超市公

共厕所、集贸市场公共厕所、学校公

共厕所等八个类别，指导社会公厕消

毒杀菌，明确了具体操作流程。

《指引》着重对各类公厕管理人

员个人防护、消毒范围、消毒流程、消

毒频次等事项明确规定，公共厕所保

洁人员作业时要穿防护服，戴防护口

罩、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上岗前和

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洗手消毒、更换

口罩，保持个人卫生。公厕责任人

要落实主体责任，对室内门窗、天花

板、墙面、便池等公共设施要每 6 小

时喷洒消毒一次。对门把手、洗手

池、整容镜、水龙头、烘干器要每 2
小时擦拭消毒一次，对地面及清洗

池要随时拖拭消毒，进一步阻断病

毒传播渠道。

西宁：公厕每6小时喷洒消毒一次

本报讯（记者 张小娟 通讯员 李

杰）2 月 16 日，西宁市人民检察院第

四检察部干警对西宁市第一看守所、

第二看守所，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看

守所、湟中县看守所、湟源县看守所

开展为期两天的专项检查，监督检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检查中，第四检察部干警分别听

取了西宁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各看守

所及驻所检察室关于监管场所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介绍，实地查看

了相关工作文件及外来入所人员体

温测量登记表，详细询问了疫情防控

期间新入所在押人员隔离关押情况

及警力配备安排。针对基层看守所

口罩等防疫物资不足的问题，组织召

开现场办公会，经多方协调当场落实

部分亟需防疫物资，优先保障监管一

线供给。对于安全防控措施问题，与

派驻单位就完善物理隔离、疫情预

防、管控措施、应急预案等方面充分

沟通，要求各监管单位严把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入所体检关，严把监区每

日消毒关，严把在押人员每日体温测

量关，原则上停止接待疫情重灾区来

访、办事人员，确保管教民警、服刑人

员的生命安全和监管秩序稳定。

西宁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

长杜永弘要求各派驻检察室认真贯

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精神，要

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把疫情防控

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严格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疫情防控期间

加强与看守所及各办案机关的协调，

坚决杜绝不办理换押手续、超期羁押

等违法事件发生。

西宁市检察院 强化监管场所疫情防控监督检查

大通讯（安小军）为帮助疫

区群众早日战胜疫情，走出困

境，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

人民检察院在院党组的倡议下，

党组领导带头，发动全院干警、

党员干部于日前开展抗击疫情

爱心支援活动。其间，全院干警

积极伸出援助之手，奉献爱心，

踊跃捐款，为爱心助力，共募支

援现金 5750 元，上交大通县红

十字会统一调配使用，为疫情困

难群众和疫情防控一线人员送

去温暖。

疫情面前，大通县检察院干

警用“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

决心，同武汉人民一起共克时

艰。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做好检察工作，主动担当

作为，承担社会责任。

大通县检察院爱心助力抗击疫情

本报讯（记者 陈文雯 通讯员 刘

玉花）近日，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

加强网上立案，切实保障疫情防控期

间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0天网上

审核案件12件，完成网上缴费两件。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

城西区法院制定发布了《西宁市城西

区人民法院疫情防控期间诉讼事项

提示》等相关规章制度，切实保障疫

情防控期间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相关规章制度，城西区法院

暂时关闭诉讼服务中心对外窗口，暂

停、暂缓部分案件的审理、执行工

作。虽然线下无法立案，但网上立案

工作有序进行，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接收到网上立案申请后，严格按照

《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网上立案工

作规范》，审核当事人提交的起诉状、

证据材料，发现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立刻电话联系或利用电子方式详

细沟通，耐心指导当事人更正相关材

料，协助其顺利立案。2月 3日至 12
日，已审核通过 12件，完成网上缴费

两件。

西宁城西法院 加强网上立案 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西宁：企业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相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