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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湖北新抵穗人员一律集中隔离

整户抵穗或具备单独居住条件的人员允许居家隔离健康观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疫情防

控期间， 酒精无疑是对付新型冠状病

毒的有力武器之一， 其需求量也随之

陡增。 那么酒精和医用酒精能带进地

铁吗？ 广州地铁表示，酒精或 75%的医

用酒精都是不能携带进站的。

据不完全统计， 自 2 月 1 日截至

到目前，累计有超过 1000 人通过广州

地铁服务热线、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咨

询上述问题。 为什么酒精和医用酒精

都不能带进地铁呢？据广州地铁查证，

酒精的有效成分是乙醇， 属于甲类火

灾危险品。

除了酒精，酒精消毒湿巾、酒精消

毒棉片、酒精消毒棉球，84消毒液，含有

75%酒精的洗手液是否可以携带进站？ 记

者了解到，普通的含酒精消毒湿巾、酒精

消毒棉片、酒精消毒棉球是可以携带进站

的，700毫升及以内妥善包装好的 84 消

毒液可以携带进站， 但是含有 75%酒

精的洗手液是不可以携带进站的。

那么， 如何判断所携带的物品是

否属于禁带品呢？ 乘客可查看车站的

《限制携带物品目录》相关告示，或查

看产品包装上是否有易燃易爆危险品

等标志或者是否有危险品的成份，也

可现场直接咨询车站安检人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记者

从珠江公园获悉， 该园从昨日起暂时

开放公园南、北门，开园时间调整为8:

00~18:00。广州市儿童公园和黄花岗公

园发布公告称今日恢复开园。

部分区域继续暂时关闭

2 月 13 日， 珠江公园发布恢复开

园公告称， 经研究决定， 该园从 2 月

14 日

（星期五）

起暂时开放公园南、

北门， 开园时间调整为 8:00~18:00。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公园游客服务中

心、 棋社、 儿童游乐园等区域将继续

暂时关闭。 在疫情结束前， 严禁在公

园内开展群聚性聚会、 跳广场舞、 踢

毽子等活动。

广州市儿童公园和黄花岗公园昨

日发布公告称2月15日恢复开园。 根据

公告， 广州市儿童公园从今日起开放

公园南门、北停车场门，开园时间为8:

00~18:00，其他门暂不开放。 根据疫情

防控需要， 公园游客服务中心等室内

场馆及园区与游客亲密接触的游乐设

施将继续暂时关闭。在疫情结束前，严

禁在公园内开展聚集性活动。

严禁在园内开展聚众性活动

黄花岗公园今日起开放公园正门

（东门 ）

，开园时间为8:00~18:00，其他

门口暂不开放。公园游客服务中心、黄

花文化馆等区域将继续暂时关闭。 同

时严禁在公园内进行二人以上聚集、

唱歌、跳舞、打扑克、下棋、踢毽子等聚

众性活动；禁止一切祭扫活动，有祭扫

需要的烈属、退伍军人、干部群众，可

以通过退役军人事务部网站、 中华英

烈网等网络平台开展网上祭英烈活

动。

据了解，珠江公园于2月3日下午2

点起暂时实行全园闭园； 广州市儿童

公园全园于5日零点起暂时实行全园

闭园； 黄花岗公园于2月8日起暂时实

行全园闭园。

信息时报讯（记者 欧嘉福）

日前，

广州交通防疫再出新举措， 倡议市民

实名登记羊城通，以便追查行踪轨迹，

为疫情防控提供便利。 公交车等公共

交通工具将陆续贴出二维码供市民扫

码登记。昨日，记者走访广州公交车站

及搭乘出租车， 发现有部分公共汽车

和出租车内部并没有明显的告示要求

市民实名登记羊城通。 有司机称并不

知道坐公交要实名登记。

公交车：市民乘坐仍以刷卡为主

下午 1 时左右， 记者来到

滘

口公

交车总站。 记者询问 124 路车的司机

坐公交是否要实名登记时，司机称“不

用，测体温上车就可以。 ”记者看到，车

内并没有张贴出要扫码实名登记说

明，现场上车的市民有 4 位，都是用羊

城通刷卡上车。有市民向记者表示，不

知道坐车需要实名登记。 市民朱伯已

经退休，羊城通是女儿帮忙购买的，不

清楚是否已经实名；如果要实名登记，

他也不会操作上网登记的流程。 在

滘

口公交车总站， 记者看到 236、61、312

等多路公交车上车位置也没有明显的

告示引导市民实名登记羊城通。

在芳村大道西公交车站，990 路、

34 路等公交车上车位置没有明显的指

引引导市民扫码实名绑定羊城通。

出租车：不知道有实名登记指引

在芳村大道西， 记者尝试乘坐一

辆有“天湖旅游”广告的出租车，发现

该出租车内没有明显的扫码实名登记

羊城通指引。 记者询问是否需要实名

乘车， 该出租车司机称不清楚有实名

登记的规定。

2

月

13

日

广州新增确诊病例

1

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穗卫健宣）

2月13日0时至24时， 广州市

报告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1例

（海珠

区

1

例）

。 新增治愈出院15例。

截至2月13日24时， 广州市累计报

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8例， 其中白云

区73例、海珠区64例、天河区43例、番禺

区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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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例、从化区1例。 男性158例、女性170

例。 年龄介于1~90岁之间。 现有疑似病

例2例。 累计核实追踪密切接触者2972

人，尚在医学观察542人。

328例确诊病例中， 已治愈出院93

例，无死亡病例。 现有235例在定点医院

隔离治疗，其中危重型14例、重型12例、

普通型195例、轻型14例；196例在市八医

院

（含危重型

5

例 、重型

8

例 ）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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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儿中心接受治疗。

目前，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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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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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新增出院

48

例

全省累计确诊1261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通讯员

粤卫信）

截至2月13日24时，全省累计报

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61例。 13日当天

全省新增确诊病例20例， 新增出院48

例，累计出院332例。 新增出院病例中，3

例为重型病例治愈出院，其他为普通型

或者轻型治愈出院。 新增确诊病例中，

深圳市9例、东莞市3例、珠海市2例、广

州市1例、佛山市1例、肇庆市1例、湛江

市1例、梅州市1例、惠州市1例。 另有疑

似病例17例。 有2986名密切接触者正在

接受医学观察。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中， 深圳市400

例、广州市328例、珠海市91例、佛山市82

例、东莞市73例、中山市64例、惠州市56

例、汕头市25例、江门市22例、湛江市22

例、肇庆市17例、梅州市14例、阳江市13

例、茂名市13例、清远市12例、揭阳市8

例、韶关市8例、汕尾市5例、潮州市5例、

河源市3例。男性621例，女性640例，年龄

介于2月龄~90岁之间。

截至2月13日24时， 在院的927例确

诊病例中，轻型76例，普通型742例，重

型72例，危重型37例。 累计死亡2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昨日上

午，广州市发布《广州市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加

强湖北新抵穗人员健康服务管理工作的

通知》

（下称《通知》）

。《通知》指出，当

前， 广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处于输入病

例较快增长期，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为

加大力度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在社区的

扩散和蔓延，降低感染率，经市新冠肺

炎防控指挥部领导同志同意， 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发文之日起，除整户抵穗或

具备单独居住条件的人员允许居家隔

离健康观察外， 对所有湖北新抵穗人

员，一律实施集中隔离健康观察。请各

区抓紧安排集中隔离健康观察场所，

做好人员、经费和设施等保障，并逐一

登记造册。

二、 居家或集中隔离健康观察人

员在隔离期间一律不得外出，14 天后

无症状方可解除观察，如出现发热、咳

嗽等相关症状的， 按有关工作指引处

置。 对拒绝接受隔离健康观察，造成疫

情传播的，依法追究责任。

新增病例涉及小区或场所

2月13日0时至24时，广州新增1例确

诊病例，经调查发现涉及1个区1个小区

或场所。 发现确诊病例后，疾控部门已

立即对所涉及的小区进行了严格的终

末消毒，督促指导社区和物业做好日常

预防性消毒工作。 与病例有关的密切接

触者已送指定场所医学观察。

海珠区（

1

个）

赤岗街道石榴岗路

酒精或医用酒精不能携带进地铁站

包括含有75%酒精的洗手液

羊城通实名登记实施进度如何？

有公交车仍未贴上实名登记二维码

市儿童公园、黄花岗公园今日恢复开园

珠江公园昨日已经恢复开园，开园时间均调整为8:00~18:00

在革新路公交总站， 记者看到公交

车上已贴上广州公共交通防疫乘车登记

的二维码。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