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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广州前日新增9例境外输入病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穗卫健宣）

3 月 26 日 0 时至 24 时，广州

市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9 例，其

中： 美国 3 例、 尼日利亚 2 例、 英国 1

例、法国 1 例、巴基斯坦 1 例、布基纳法

索 1 例。

截至 3 月 26 日 24 时，广州市累计

报告境外输入病例 58 例，其中，英国 18

例、菲律宾 11 例、美国 6 例、巴基斯坦 6

例、 法国 4 例、 尼日利亚 4 例、 泰国 2

例、土耳其 1 例、刚果(金)1 例、安哥拉 1

例、智利 1 例、多哥 1 例、埃塞俄比亚 1

例、布基纳法索 1 例。 累计境外输入关

联病例 1 例。 累计出院 3 例。

广州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406 例，累计出院 338 例，累计死亡 1

例。 现有疑似病例 0 例。 累计核实追踪

密切接触者 5704 人，尚在医学观察 744

人。

现有 67 例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其中危重型 6 例、重型 2 例、普通型 50

例、轻型 9 例;56 例在市八医院（含重型

2 例）、11 例在广医附一医院 (含危重型

6 例)接受治疗。

截至 3 月 26 日， 昨日新增 9 例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均已转至定点医疗机

构救治，已甄别密切接触者共 21 名，并

已按规定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3

月

26

日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有关情况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1

：

朱某，男，30岁，中国河南籍，国内居住地为河南省信阳

市。 在法国生活和工作。

3月23日，朱某从法国巴黎乘坐CZ348航班（座位号62A）于24日抵达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入境。 因有发热、头痛、咳嗽等症状，采样送检后，即转运至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隔离观察。

3月24日，初筛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3月25日，复核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即转运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

治疗。

3月26日，CT检查显示肺部有炎症，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3月27

日，广州市召开第57场疫情防控新闻通

气会（外防输入专题）。 记者从会上获

悉，近一个月来，广州口岸共转运入境

旅客35837人。 截至3月26日0时，全市境

外重点旅客现有实施居家或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人数13828人， 比前一日增加

1264人。

昨起广州对本市以及外省的入境

旅客全部集中隔离观察14天。 隔离酒店

数量是否足够？ 会上透露，广州的住宿

业规模居全国第三，有能力有信心保障

好外防输入的工作。 目前已开展对符合

条件的酒店宾馆征集储备工作，有些酒

店还主动要求成为集中隔离酒店。

一个月转运入境

3.5

万人

会上，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魏敏介

绍， 自 2 月 27 日到 3 月 27 日 0 时，广

州口岸共转运入境旅客 35837 人，其中

目的地为广州的旅客 14624 人 ，占

40.8%；省内外市 15922 人，占 44.4%；省

外 5291 人，占 14.8%。3 月 26 日当日，接

转入境旅客 2263 人， 目的地为广州的

旅客 712 人， 省内外市 1150 人， 省外

401 人。 从省内其他口岸接返入境的广

州旅客 1016 名， 涉及 31 国（地区）人

员。

截至 3 月 26 日 0 时， 全市境外重

点旅客现有实施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人数 13828 人（比前一日增加 1264

人），其中集中医学观察 6436 人，居家

医学观察 7392 人。 按国籍分类：中国籍

（含港澳台）10698 人， 集中医学观察

5437 人，居家医学观察 5261 人；外国籍

3130 人，集中医学观察 999 人，居家医

学观察 2131 人。

有些酒店主动要求做隔离酒店

根据3月26日发布的《广州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境外疫情输入放空你的

通告》，自3月27日6时起，从广州地区口

岸入境人员（含港澳台地区，含中转旅

客），目的地为广州市及广东省外的，全

部就地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全部进行核

酸检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食宿费用

自理。 目的地为广东省内其他地市的，

由各地市接回，按照要求在目的地进行

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那么，广州市是否有足够的集中隔

离酒店？ 又如何保证这些集中隔离酒店

的安全呢？

魏敏回应称，广州的住宿业规模居

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有能力

有信心保障好外防输入的工作。 目前已

开展对符合条件的酒店宾馆征集储备

工作。 不少酒店宾馆非常配合入境人员

健康服务工作，有些酒店主动要求成为

集中隔离酒店。

在保障集中隔离酒店的安全方面，

将对所征集的酒店宾馆在建筑安全、设

施安全、消防安全、卫生防疫安全等方

面加强指导和管理，确保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工作安全有序开展。 同时，也帮助

被征集的酒店宾馆解决复工复业、卫生

防疫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督促相

关酒店宾馆把各项管理及服务措施落

实到位。

在优化隔离人员健康服务管理方

面， 广州将进一步集中资源和力量，提

供贴心服务，让隔离人员特别是集中隔

离人员有家的感觉， 做到隔离不隔关

爱。

近一个月广州口岸转运入境旅客3.5万人

广州正在征集储备隔离酒店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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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某，女，22岁，中国辽宁籍，国内居住地为辽宁省沈阳

市，美国留学生。

3月22日，张某从美国纽约乘坐CZ300航班(座位号39B)于23日抵达广州白云国

际机场入境，采样送检后，即转送至集中隔离点观察。

3月24日，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即从隔离点转运至广州市第八人民

医院隔离治疗。

3月26日，张某出现发热（37.8℃）症状，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3

：

杨某，男，19 岁，中国河南籍，国内居住地为河南省商丘

市。 近期在巴基斯坦活动。

3月20日， 杨某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乘坐TG350航班经泰国曼谷转乘TG668航

班(座位号54E)，于21日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入境，采样送检后，即转送至集中隔

离点观察。

3月 22、24日，检测结果均为新冠病毒核酸阴性。

3月 25日，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即从隔离点转运至广州市第八人民

医院隔离治疗。

3月 26日，CT检查显示肺部有炎症，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4

：

孙某，男，35岁，中国湖南籍。 国内居住地为湖南省常德

市，近期在布基纳法索生活和工作。

3月 21日，孙某从布基纳法索乘坐 ET936 航班（座位号 22A）经埃塞俄比亚转

乘 ET606 航班（座位号 28L），于 23 日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入境，即转送至集中

隔离点观察，并采样送检。

3月 25日，初筛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复核结果为阳性。 即从隔离点转运

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3月 26日，CT检查显示肺部有炎症，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5

：

李某，男，32 岁，中国广东籍，省内居住地为台山市海

宴镇。 在美国生活和工作。

3 月 24 日，李某从美国纽约乘坐 CZ300 航班（座位号 60G）于 25 日抵达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入境。 自诉在境外有新冠肺炎疑似病例接触史，采样送检后，即

转送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观察。

3 月 26 日，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CT 检查显示肺部有炎症，经专

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6

：

张某，女，18岁，中国广东籍，省内居住地为佛山市南海

区，英国留学生。

3月 24日，张某从英国伦敦乘坐 MH0003航班（座位号 6H）经马来西亚吉隆

坡转乘MH0376航班（座位号 2G），于 25日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入境。 自诉在

境外有确诊病例接触史，采样送检后，即转送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观察。

3月 26日，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并出现咳嗽症状，经专家会诊，诊

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7

：

徐某，男，24 岁，中国浙江籍，国内居住地为浙江省嘉

兴市。 在美国生活和工作。

3 月 24 日，徐某从美国纽约乘坐 CZ300 航班（58K）于 25 日抵达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入境，因有发热、咳嗽等症状，采样送检后，即转送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

院隔离观察。

3 月 26 日，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8

：

男，39岁，尼日利亚籍，常住尼日利亚，从事商业服务。

3月20日，患者从尼日利亚拉各斯乘坐ET900航班经埃塞俄比亚转乘ET606航

班（座位号44J），于21日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入境，即转运至集中隔离点观察，并

采样送检。

3月22、23日，检测结果均为新冠病毒核酸阴性。

3月25日，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复核结果为阳性，即从隔离点转运

至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隔离治疗。

3月26日，CT检查显示肺部有炎症，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境外输入新增病例

9

：

男，34岁，尼日利亚籍。 近期在尼日利亚生活和工作。

3 月 17 日，患者从尼日利亚拉各斯乘坐 ET900 航班（座位号 44H）经埃塞俄

比亚转乘 ET606航班（座位号 12K），于 3月 18日抵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入境，入

境时体温正常。 按当时入境人员管理规定，不属于入境重点排查和社区健康服务

管理对象。 随后乘坐出租车前往越秀矿泉街住处，自觉在该住处休息。

3月 22日，根据第 7号通告，即被从住处转运至集中隔离点观察。

3月 24日，检测结果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即从隔离点转运至广州市第八人

民医院隔离治疗，入院检查无异常症状。

3月 26日，CT检查显示肺部有炎症，经专家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