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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庞泽欣 ）

昨日上午11点半， 广州市举办第

54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 （外防

输入专题）。 记者在会上获悉， 未

来一周， 白云机场预计入境航班

超180个， 入境旅客超3万名。 广

州全方位做好省外旅客的分类管

控。 境外回国如何评估风险？ 广

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周斌认为

随着国外疫情的不断发展， 在归

国途中感染的风险不断增加， 建

议正在考虑回国的人士应当慎重

考虑是否回国。

未来一周预计入境航班超

180

个

据广州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林国强介绍，自2月27日到3月

24日24时，广州口岸共接收航班275

个，转运入境旅客31232人。 在各城

市国际航班数量陆续减少的情况

下，近日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境

外航班数每天保持在25班左右，入

境旅客超4000人，广州直接承接服

务的旅客数量每天保持在2500人

以上（注：其余1500人为不出机场

直接中转省外）。

其中，3月23日18时至24日18

时， 入境航班27班， 转运旅客2728

人，其中目的地为本市的790人，省

内市外旅客1203人、 省外旅客735

人，省外、外市旅客合计占比71%。

从入境旅客构成看， 近一周以来，

单日市外旅客人数占比从约1/2提

升至2/3以上。

林国强透露，未来一周，白云

机场预计入境航班超180个， 入境

旅客超3万名。 根据出入境部门信

息，未来一周仍有超7000名常住广

州的外国人可能陆续返穗。

旅客全程最好佩戴

N95

口罩

对正考虑回国的人士，如何评

估风险？ 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

周斌介绍，目前已经发现的境外输

入病例，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在境外感染。 随

着国外疫情的不断发展，在归国途

中，感染的风险不断增加。 对于正

在考虑回国的人士，应当慎重考虑

是否回国。

张周斌说：“这要从新冠病毒

肺炎的传播特点来判断，新冠肺炎

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

触进行传播。 如果在国外有独立的

住所，充足的生活物资，实际上没

有必要冒着旅途十几个小时的风

险回到国内。 ”如果一定要回国，张

周斌建议，旅途中时时刻刻把防护

放在第一位， 吃喝聊天放在第二

位，特别是在飞机上，如果有条件，

全程规范佩戴N95口罩。航程中，尤

其中短程航班上， 建议克服困难，

尽可能做到不吃、不喝、不聊天，洗

手或者使用免洗手消毒液清洁手

部后，方可触摸口鼻眼睛。

境外输入病例持续增加，出现

境外关联病例，本地防控风险是否

增加？ 张周斌认为，本地防控的风

险肯定是增加的。“但市民也不必

过于担忧，我们疾控的工作就是控

制疫情的增量，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在发现感染者后第一时间开展疫

情处置的相关工作， 控制疫情，请

市民放心。 我们也再次呼吁，所有

境外归国人员以及相关的密切接

触者，在接受疾控部门的流行病学

调查时， 应当主动提供真实的信

息。 这不仅仅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负责，也是为祖国的安全负责。 ”

信息时报讯（记者 庞泽欣）

自 2 月

26 日通过“穗 48 条”至今已满月，落实

情况如何？ 昨日上午 10 点，广州市举办

第 53 场疫情防控新闻通气会（“48 条”

落实情况专题），介绍“48 条”落实情况

和广州市推进重点项目复工复产情况。

记者获悉，异地务工人员返岗率约

92.79%， 湖北地区共 1847 人返穗返岗。

此外，80 个在建省重点项目已全部复

工， 广州医科大学新造校区二期工程、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整体扩建项目将

于年内开工建设。

已复工企业员工返岗率超九成

推进企业全面复工复产方面，据广

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陈敏介绍， 在疫情防控期间，鼓

励企业“点对点”组织专车、专列等方式

帮助异地务工人员返穗返岗， 按每人

500 元给予补贴。

目前，全市协调组织异地务工人员

专机专车专列集中接返超过 153 批次

10800 余名外地务工人员， 服务企业约

1050 家， 其中组织湖北地区 14 批次专

车（专列）共 1847 人返穗返岗。 全市企

业在岗员工总量约为 658.36 万人，其中

本地约 212.97 万人， 异地务工人员

445.39 万人， 异地务工人员返岗率约

92.79%。 根据约 2 万家企业数据样本，

已复工企业员工返岗率为 93.97%。共跟

踪联系疫情防控等重点用工企业 235

家，已经解决用工岗位 2.33 万个。

据陈敏介绍，广州发动各区人社部

门，突出重点企业等对象，分批次申报

湖北地区人员返穗返岗名单，第一批需

求 2162 人，正陆续通过省、市组织的专

列、市专车等方式返穗返岗；第二批约

11000 人名单， 已按省人社厅统安排提

交数据，由湖北省统筹安排。

人社部门近期积极对接湖北宜昌、

荆州、襄阳、恩施、咸宁、黄冈等各地市

及地市下属县区人社部门， 互通信息，

确保返穗人员为湖北低风险地区并持

健康码“绿码”，按照组织一批成行一批

的原则开展工作。 至今共组织专列接车

4 批 1198 人，点对点专车 10 批 28 车次

649 名务工人员返穗返岗，共 14 批 1847

人。

80

个在建省重点项目已全部复工

“48 条” 从稳住一季度和上半年经

济基本盘的角度提出加大项目建设力

度、促进有效需求、推动重点产业发展

的措施，这些措施正在落地生效。

据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

成员、副主任陈泽鹏介绍，从项目建设

情况看， 广州呈现重点项目复工率高、

新开工项目结构优、 新基建项目多、资

金要素跟进快的良好态势。 一是重点项

目复工率高，截至 3 月 23 日，除个别项

目因企业自身非疫情因素影响暂未复

工外，995 个在建项目已复工 991 个、复

工率 99.6%，80 个在建省重点项目已全

部复工。

二是新开工项目结构优。 产业项目

开工数量占比高，全市 343 个计划新开

工项目已开工 98 个， 其中产业项目占

比近 6 成。 年度投资 40 亿元的维信诺

第 6 代柔性 AMOLED 模组生产线等先

进制造业项目和阿道夫总部中心等总

部经济项目开工建设。 公共服务补短板

方面， 广州医科大学新造校区二期工

程、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整体扩建项目

等将于年内开工建设。

三是新基建项目数量多。 积极布局

新基建项目，增强新型基础设施对新兴

产业生态的支撑作用。 加快推动 3 个高

速铁路、7 个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开

工建设中国联通互联网应用创新基地，

加快建设中国移动南方基地二期、中国

电信创新孵化（南方）基地等一批 5G 通

信网络基础设施项目。

白云机场未来一周预计入境旅客将超过3万人，市疾控中心建议———

旅客乘机应全程佩戴N95口罩

“穗48条”颁布满月，80个在建省重点项目全部复工

市一医院扩建项目将于年内开工

据林国强介绍， 广州全面开展省外

旅客免费核酸检测工作。 按照省最新工

作指引， 对防控对象中的外省旅客进行

免费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由广

州接送转运专班专车将每一个旅客护送

至离穗交通工具上， 广州建立了与白云

机场、火车东站、广州南站的直接联系，

派员 24 小时驻点服务，实行工作人员直

接当面交接，确保登上离穗交通工具，旅

客信息同步推送到目的地指挥部， 形成

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管理的工作闭环，

切实做到不脱节、不遗漏、全覆盖。

广州全方位做好省外旅客分类管

控。 广州将目的地为外省的入境旅客与

本市旅客一视同仁， 旅客到达白云机场

后，实时分类管控：①对入境中转且不出

机场的人员， 由航空公司会同机场负责

引导至中转航班， 并严格按目的地有关

规定做好防控工作。 ②对入境后出机场

再中转的人员， 安排专车专人送至各区

指定中转酒店， 进行医学流调和核酸检

测。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立即送医治

疗；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目的地省份

指挥办安排专人专车接转的， 由目的地

省份接返； 目的地省份指挥办不安排专

人专车接转的， 我们根据旅客意愿协助

订购机票或火车票， 并专人专车送至交

通工具上。

省外旅客如何回家？ 广州全方位做好分类管控

白云机场

1

个月“六次升级”

据白云机场运控中心副主任雷刚介绍， 目前白云机场每天国际及地区进出港航

班有近44班，一周国际及地区航班约306个架次。 自2月27日，根据国家、省市相关要

求，启动对重点国家进港航班开展疫情防控以来，白云机场至今经历六个阶段变化。

第一阶段，固定

T1

航站楼的

104

、

T2

航站楼

146

作为固定保障机位，安排了临时

休息室和集中转运区，广州市安排车辆进入机坪在飞机下集中转运旅客，全力做好重

点航班保障。

第二阶段，自

3

月

10

日起，境外输入疫情防控范围扩大，白云机场迅速启用大流

程，安排

GTC

东客运站作为广州市集中转运点，全面提升保障能力。

第三阶段，自

3

月

13

日起，扩大东客运站临时集中点，增设“中转等待区”“临时

检疫采样区”“检疫等待区”等区域，优化旅客在机场的体验，并通过红、黄、绿色标签

对旅客进行分流，提高旅客处置效率。

第四阶段，自

3

月

17

日起，白云机场拓展了重点国家及地区航班的疫情防控范

围，与省市相关部门协调联动，进一步优化了旅客分流规则，新增分流至省市的 “橙

色”标签旅客，以进一步减少航班集中抵达旅客候检时间。

第五阶段，

3

月

18

日，重点国家及地区的所有进港人员要全部做核酸检测，白云

机场配合海关检疫做好了场地设施等全方位准备。

第六阶段，自

3

月

21

日起，广东省实施“所有国家入境旅客”“免费核酸检测”“

14

天隔离观察”三个全覆盖，仅保留红色、黄色的旅客分类标签，白云机场及时修订工作

指引，进一步细化疫情防控工作措施和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