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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将至，广州倡导市民———

假期“就地过节” 非必要不离穗

□

本版撰文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何雪华 陈薇薇 信息时报记者 张漫（除署名外）

端午假期将至，广州市民可以出外旅游吗？ 假期文旅生活如何安排？ 在昨日的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青松表示，端午假期倡导市民“就地过节”，非必要不离穗、不出省，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旅行社带头不组团离穗、不出省旅游

吴青松介绍， 为精准实施文化广电旅

游业分级分类管控措施， 广州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及时出台相关工作指引， 严格公共

文化旅游场所疫情防控， 中高风险地区及

实施封闭、 封控管理区域内的各类公共文

化旅游场所全部停业， 全市其他区域各类

公共文化旅游场所实施防控措施， 包括密

闭娱乐场所，如电影院、剧院、歌舞娱乐场

所 KTV、上网服务场所等暂停营业。 公共

文化场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

馆） 及旅游景区室外部分限流 50%， 实行

预约、错峰、测温、扫码、佩戴口罩等防控措

施。 同时，旅行社带头不组团离穗、不出省

旅游。“截至 6 月 9 日，32 家 A 级旅游景区

已关闭，其中包括陈家祠、西汉南越王博物

馆、岭南印象园等 8 家 4A 级旅游景区。 ”

对于端午假期广州文旅工作的安排，

吴青松透露，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将加

强研判，并制定疫情防控的工作方案，精准

防控，落实分级分类防控措施，要求公共文

化场馆、旅游景区、星级酒店等文旅场所扫

码进场。

“假期期间，广州将通过云看展、云旅

游、云赏剧等多种线上方式创新服务，比如

南越王宫博物馆闭馆不闭展，观众可云游6

个常设展览、欣赏5个临时展览。”吴青松说。

各火车站将推5G智能化健康防疫核验系统

市民如果有必要的离穗搭乘火车出

行，信息查验情况如何？

广铁集团客运部总工程师彭翔介绍，

广州地区各火车站严格落实广州市疫情防

控工作部署， 认真查验每一名离穗旅客的

出行信息，对不符合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

康码绿码要求和体温达到及超过 37.3℃的

旅客一律劝返， 并积极协助旅客做好退票

改签等工作。

针对旅客进站乘车需出示健康码和核

酸检测结果的防疫要求， 缩短旅客排队等

候查验时间， 广州南站在 4 个实名制查验

区及 1 层南端中转换乘区， 设立 20 套 5G

智能化健康防疫核验系统。“旅客只需刷身

份证，即可自动显示健康码、核酸检测结果、

疫苗接种信息，进站核验时间由分钟级缩短

至秒级， 实现智慧防疫和便利出行两不误，

属全国首次应用。 系统还支持护照、港澳台

居住证、通行证等有效证件。 ”彭翔说。

下一步，广铁集团将在广州、广州东等

客运大站推广使用 5G 智能化健康防疫核

验系统，方便旅客出行。

荔湾南片：

荔湾区南片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运

转情况一直受到关注，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陈斌介绍，截至目前，该区域的医疗

服务力量得到充实。 具体包括：

向荔湾区南片区域支援 9 辆负压救护

车、54 名急救医护人员，配合区域内 120 网

络医院，对发热或伴有其他疑似症状患者、

危急重症患者进行院前救治和转运。 6 月 3

日至 6 月 8 日 24 时，完成转运 162 人次。

调派 250 名专家进驻荔湾区南片区域

二级医疗机构， 投入 420 名医护人员参与

社区“三人小组”， 9 家三级医院共 270 名

医疗业务骨干对口进驻 9 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为居民提供近距离医疗保健服

务。

腾空改造荔湾区人民医院鹤洞院区，

标准化改造该院发热门诊， 紧急配置移动

车载 CT。

对广钢新城医院实施整体改建， 充实

医护力量，完善设施设备，提高非新冠肺炎

患者的收治能力。 6 月 6 日下午，改造后的

广钢新城医院正式投入使用。 截至 6 月 9

日中午， 该院急诊共接诊 191 人， 留观 20

人，救护车出车 40 次，血透 192 人次。

封闭封控区6月3日以来52位产妇安全分娩

此外，孕产妇、慢性病患者、有肾透析

需求患者、 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保健服务

得到保障。 具体包括：

对于孕产妇群体，启用“穗好孕”小程

序在线开展基本情况摸查， 选派优秀产儿

科专家团队进驻， 建立支援产科医生社区

驻点产检机制，为孕产妇启动“爱心妈妈”

专车等人性化服务。经初步摸排，封闭封控

区域现登记有 2600 多名孕产妇，6 月 3 日

以来已有 52 人安全分娩。

对于慢性疾病患者，组织社区“三人小

组”对需长期服药者送药上门，同时建立药

品第三方配送机制， 解决患者拿药燃眉之

急。

对于有肾透析需求患者， 在封闭封控

区域分设 3 家机构提供血液透析服务，目

前在册透析患者已有 207 名。

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组建60人精神心理

巡回队进驻、 在广钢医院改造设立临时病

区，及时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就医渠道通畅。

此外， 在跨部门协调就医保障措施方

面， 联合医保部门在荔湾区封闭封控管理

区的 20 家医疗卫生机构开通绿色通道，门

诊就医不受选点医院限制， 患者可直接办

理医保结算。联合交通部门推动“家门口一

公里”医疗交通服务，建立街道内、区域内

就医公交车， 满足患者从家到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通行需求。

广州本轮疫情首位患者正式出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见习

记者 梁佳 通讯员 穗卫健宣）

“太

开心了，终于出院了！ ”昨日上午，

广州本轮疫情的 2 名确诊患者，包

括首例患者郭某达到出院标准，正

式出院；另有 2 名无症状感染者解

除医学隔离观察。

4名病例达到出院标准，但

还将继续集中隔离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院长雷春亮介绍，这 4 名病例包括

3 名女性和 1 名男性， 分别是：75

岁的本轮疫情首例患者郭某（女），

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入院；58 岁

的患者何某（女），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入院；47 岁的无症状感染者

陈某（女）和 42 岁的无症状感染者

周某（男），分别于 2021 年 5 月 29

日、6 月 1 日入院。

雷春亮介绍，根据国家卫生健

康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的出院标准，经专家评估，今天 2

名确诊患者出院，2 名无症状感染

者解除医学隔离观察。

据了解， 这 4 名病例间隔 24

小时连续两次鼻拭子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均为阴性， 且本人自感已

无任何不适。 他们将继续进行集

中隔离， 确认无任何问题后再回

家。

无症状感染者之一的周先生

说，顺利解除医学隔离后，他和家

人都非常开心，“感谢医院无微不

至的照顾！”他呼吁广大市民，一定

要做好防疫措施，不要被病毒吓到

了，“我们一定能够渡过这次难

关！ ”

“一患一档一策”早期干预

治疗发挥效能

这 4 名病例为什么这么快康

复？ 雷春亮介绍，首先，4 名病例的

病情比较轻；其次，治疗方案对症，

效果较好。

据了解，目前，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市八医院针对新冠患者采取

“一患一档一策”的治疗策略，根据

基础病、个人体质等实际情况精准

施治， 从病程早期就开始医疗干

预，防止重症化。

市八医院及支援专家实时对

患者病情进行讨论和研判，根据病

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同时重视人

文关怀，如经常与患者聊天，鼓励

他们吃好睡好， 保持积极心态等。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下，保证病患的

营养支持， 提供个性化饮食服务，

制定药膳食疗提高免疫力，治疗效

果非常好。

专家进驻医院加大救治力量

雷春亮介绍，5 月 31 日，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广东工作

组及省、 市专家组进驻市八医院，

救治力量变得更强。在总结前期救

治经验的基础上， 每天早上 9 时，

专家组准时交班所有病例的救治

情况，并对每个病例的病情逐一梳

理。国家、省、市专家组专家每天都

进入隔离病房仔细查问病患情况，

与市八医院的医护人员们共同商

讨，制定个性化施治方案。

广州本轮疫情首例患者郭某昨日正式出院。 通讯员供图

广钢新城医院已急诊接诊191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