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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一日新增确诊病例15152例，为何？

因为湖北将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纳入确诊病例公布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奚 慧

颖 ）

2 月 13 日， 广州市政府新

闻办举行发布会， 通报疫情存续

期间社会秩序保障工作方面的情

况。 广州警方表示， 如果市民发

现有隐瞒病情的情况， 可直接拨

打 110 报警电话， 或及时向居住

地的居委、 村委、 物管等反映。

记者从会上获悉， 疫情发生

后， 广州警方紧急组建了市、 区

两级公安机关以及公交、 监管、

水警、 港航等专业警种共 16

支应急处置分队， 协助卫健部

门对需隔离治疗或企图脱离隔

离治疗的涉疫情人员进行应急处

置。 1 月 22 日以来， 广州警方

应急处置队伍协助追踪查控涉

疫情人员 519 人， 其中， 配合卫

健部门查找疑似患者 233 人， 协

助处理 135 人， 协助转运 151

人。 同时，派出所警力驻守广州市

19 间定点救治医院 21 个院区、21

个集中隔离观察场所、23 间定点

接待酒店和 127 个发热门诊等场

所， 维护正常医疗秩序。 此外，

还成立了市、 区两级公安“疫情

数据分析专班” 24 小时开展工

作， 对涉疫情线索和人员的信息

精准推送， 为基层一线开展健康

关注人员落地核查提供支撑。

全市基层一线组建街道、 卫

健、 民警“三人小组”， 依托社

区警务专业网络和全市标准基础

网络， 开展网格化、 拉网式人员

排查工作。 到目前为止， 共出动

警力超过 16 万人次， 走访社区、

学校、 医院、 企业、 旅馆等单位

6 万余间， 排查社区人员 101.8

万余人次， 发现发热等症状人员

377 人， 协助转送隔离 1222 人，

转送救治 150 人。

疫情防控以来， 广州警方共

破获涉及疫情违法犯罪案件 226

宗， 抓获涉案人员 146 人。 其

中， 共查处购买口罩电信诈骗犯

罪案件 188 宗， 刑事拘留嫌疑人

87 人； 查处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

的决定、 命令案件 4 宗； 破获编

造 、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件 5

宗； 非法收购、 运输、 出售野生

动物案件 3 宗； 生产、 销售不符

合标准的医用器材案件 9 宗； 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案件 9 宗。

湖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何大幅增加？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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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3 日从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2 月 12 日 0~

24 时，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5152 例

（含湖

北临床诊断病例

13332

例）

， 重症病例减少

174 例，新增死亡病例 254 例

（湖北

242

例 ，

河南

2

例，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安徽 、

山东、广东、广西、海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各

1

例）

，新增疑似病例 2807 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171 例， 解除

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9429 人。

截至2月12日24时，据31个省

（自治区 、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

诊病例52526例

（其中重症病例

8030

例）

，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5911例，累计死亡病例1367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9804例，现有疑似病

例13435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471531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81386人。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 14840 例

（武 汉

13436

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802 例

（武汉

538

例 ）

， 新增死亡病例 242 例

（武汉

216

例）

， 现有确诊病例 43455 例

（武汉

30043

例）

，其中重症病例 7084 例

（武汉

5426

例）

。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441 例

（武汉

1915

例）

，

累计死亡病例 1310 例

（武汉

1036

例）

，累计

确诊病例 48206 例

（武汉

32994

例）

。 新增疑

似病例 1377 例

（武汉

620

例 ）

，现有疑似病

例 9028 例

（武汉

4904

例）

。

国家卫健委介绍，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患者早诊早治，落实好湖北病例应收尽

收、应治尽治工作，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诊疗方案

（试行第五版 修正版）

》，对湖北省

以及湖北省以外其他省份的病例诊断标准

进行了区分，湖北省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

分类， 对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

确定为临床诊断病例，以便患者能及早按照

确诊病例相关要求接受规范治疗，进一步提

高救治成功率。 目前， 湖北省报告的 13332

例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统计,正加强

病例救治，全力减少重症，降低病死率。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78

例：香港特别行政区 50 例

（死亡

1

例，出院

1

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 10 例

（出院

2

例 ）

，台

湾地区 18 例(

出院

1

例

)。

问： 日前出现有业主隐瞒确诊病情的情况，警

方下一步将如何行动？

答：

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已于日前通报了案件相关

情况。 据悉， 嫌疑人余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已被警方依

法立案侦查， 并收治隔离。

如果市民发现有此类情况， 有两个途径反映： 一， 拨打

110 报警电话， 警方将联合卫健部门进行处置； 二， 还可以

向居住地的居委、 村委、 物管等反映。

问：疫情防控期间居住证到期了怎么办？

答：

市来穗局提倡来穗人员通过微信“粤省事”“来穗通”

等小程序网上申办居住登记、 居住登记项目变更、 申领居住

证、补

（换）

领居住证等业务。 采取电脑申报、网上审核、线下邮

递的方式。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居住证有效期满但逾期未签注

并在疫情防控期结束之日

（以权威部门通知为准）

起，30 日内

补办居住证签注手续的，视为按期签注居住证，居住证持有人

在居住地的居住年限连续计算；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前居住证

逾期未签注并在疫情防控期结束之日

（以权威部门通知为准）

起，30 日内补办居住证签注手续的，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的

居住年限向前顺延到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连续计算。

此外，在疫情防控期间，取得 2019 年度积分入户资格目

前尚未办理完成落户手续的来穗人员可延期办理。

市民发现有人隐瞒病情可打110报警

或向居委村委物管反映

热点问答

2月12日

广州新增确诊病例4例

涉及 3个区 4 个小区或场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穗卫健

宣）

2 月 12 日 0 时至 24 时， 广州市报告新冠肺

炎新增确诊病例 4 例，其中番禺区 2 例、天河区

1 例、花都区 1 例。 新增治愈出院 8 例。

截至 2 月 12 日 24 时，广州市累计报告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327 例，其中白云区 73 例、海珠区

63 例、 天河区 43 例、 番禺区 38 例、 越秀区 35

例、荔湾区 17 例、增城区 17 例、黄埔区 16 例、花

都区 16 例、南沙区 8 例、从化区 1 例。 男性 157

例、女性 170 例。 年龄介于 1~90 岁之间。 现有疑

似病例 22 例。 累计核实追踪密切接触者 2886

人，尚在医学观察 520 人。

327 例确诊病例中，已治愈出院 78 例，无死

亡病例。 现有 249 例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其中

危重型 14 例、重型 12 例、普通型 207 例、轻型

16 例；209 例在市八医院

（含危重型

5

例、重型

8

例）

、19 例在省二医院

（含重型

1

例）

、14 例在广

医附一医院

（含危重型

9

例 、重型

3

例）

、5 例在

市妇儿中心、1 例在中山三院、1 例在南方医院接

受治疗。

目前，327 例确诊病例年龄介于 1~90 岁之

间。年龄段分布：3 岁以下 5 例，4~10 岁 4 例，11~

14 岁 6 例，15~20 岁 10 例，21~30 岁 39 例，31~40

岁 56 例，41~50 岁 60 例，51~60 岁 61 例，61~70

岁 65 例，71~80 岁 14 例，81 岁以上 7 例。

花都区（

1

个）

花城街道茶园路

新增病例涉及小区或场所

番禺区（

2

个）

钟村街道祈福名都

市桥街道仓边大街

天河区（

1

个）

棠下街道棠德花苑

新华社武汉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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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湖北

省卫健委13日通报，2月12日0时-

24时， 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

14840例

（含临床诊断病例

13332

例）

，这一数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专家认为， 湖北公布的12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大幅增加，是

因为将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纳

入确诊病例公布。

通报说， 随着对新冠肺炎认

识的深入和诊疗经验的积累，针

对湖北省疫情特点， 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办公室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五版

)》

在湖北省的病例诊断分类中增加

了“临床诊断”,以便患者能及早按

照确诊病例接受规范治疗。

根据第五版诊疗方案， 对湖

北地区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

特征者，纳入临床诊断病例。 据专

家解读， 对湖北地区一时病毒核

酸检测仍呈现阴性或未能进行核

酸检测， 但影像学特征符合新冠

肺炎标准的患者纳入临床诊断病

例。 这有利于对此类尚未确诊的

患者精准施策， 既有利于患者治

疗，也利于疫情总体防控。

通报说， 根据第五版诊疗方

案， 近期湖北省对既往疑似病例

开展了排查， 并对诊断结果进行

订正， 对新就诊患者按新诊断分

类诊断。 为与全国其他省份对外

发布的病例诊断分类一致，13日

起， 湖北省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

入确诊病例数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