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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 月 1 日 0 时至 24 时，浙江省
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
病例62例，新增出院病例8例。新增确诊
病例中，杭州市 12 例、宁波市 11 例、温州
市24例、嘉兴市1例、绍兴市3例、台州市
5 例、丽水市 6 例；新增出院病例中，杭州
市2例、温州市2例、绍兴市1例、台州市3
例。

截至 2 月 1 日 24 时，浙江省累计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661
例，现有重症病例52例（其中危重12例），
累计出院23例。确诊病例中，杭州市110
例、宁波市 66 例、温州市 265 例、湖州市 6
例、嘉兴市 19 例、绍兴市 27 例、金华市 34
例、衢州市 13 例、舟山市 7 例、台州市 100
例、丽水市 14 例；重症病例中，杭州市 10
例、宁波市3例、温州市16例、嘉兴市2例、
绍兴市5例、金华市5例、衢州市3例、台州
市6例、丽水市2例；出院病例中，杭州市2
例、宁波市1例、温州市10例、绍兴市1例、
金华市3例、舟山市1例、台州市4例、丽水
市1例。目前，全省共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1961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1008 人，尚有
1039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2月1日0时至24时，杭州市新增报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2例，
其中拱墅区、余杭区各3例，桐庐县2例，滨
江区、萧山区（机场检疫发现）、临安区、钱
塘新区各1例。12例中有9例原已集中隔
离或居家医学观察，有1例是刚从马来西
亚旅行回来。新增重症病例3例，原有重
症病例转轻症2例。治愈出院3例（含绍兴
病人1例）。

截至 2 月 1 日 24 时，全市累计报告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10 例。
其中余杭区26例，萧山区16例（其中机场
检疫6例），西湖区、桐庐县各11例，拱墅区
9例，上城区、江干区各8例，下城区、临安
区各5例，滨江区、富阳区各4例，钱塘新区
2例，建德市1例。目前所有病例均在定点
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除现有的10例
重症外，其余病例病情均稳定。

全市共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049人，已
解除医学观察或诊断为疑似/确诊病例的
88人，尚有96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通报

2月1日0时至24时

杭州市新增确诊病例12例

本报讯（记者 许荆楠）2 月 1 日傍
晚，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省委常
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
全区疫情形势分析汇报，研究部署下一
步疫情防控工作。区委书记朱党其讲
话，吴玉凤、汤金华、陆洪勤、徐林亮等
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富阳正处于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即将到来的
大批人员返岗返工返学将给疫情防控
带来新一轮挑战。同时，富阳在疫情
防控工作上仍存在着不少漏洞和薄弱
环节，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全区上下

决不能掉以轻心，决不能放松思想，要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和市委
常委会会议精神，在非常时期下非常
决心，以非常恒心建非常之功，下非常
之力做非常之事、解决非常问题，以最
严要求、最高标准切实做好下一阶段
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强调，要加强力量、科学调配，
采取最严措施打好疫情防控持久战。
党员干部要集中力量、高效工作，杜绝
形式主义、真正解决问题，推动疫情防
控工作更加科学有序。各级各部门要
按照区防疫指挥部统一部署，合理安

排、科学调度各项工作；广大医护人员
和一线工作者要注意休息、劳逸结合，
确保以健康的身体、饱满的状态投入防
控工作。要善于发动群众，充分发挥群
众积极性主动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
神，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切断疫情传
播的措施；要紧抓具体细节，紧盯关键
环节，严防严控、果断处置，切实减少疫
情防控变数。

会议强调，要加强领导、狠抓落
实。各级各部门要在区防疫指挥部的
牵头抓总下，听从统一指挥，集中一切
人力、物力、财力，切实将各项防疫措施
落到实处；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强大

合力，坚持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确保各
项工作全覆盖、无盲区，筑牢疫情防控

“防火墙”。要严守纪律、担当有为。全
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立足本职、带
头奉献、拼搏作为，以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和使命；要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照顾好
特殊人群，注意自我防护，确保自身安
全，全力以赴、众志成城，坚决打赢防控
疫情这场特殊战役。

区防疫指挥部办公室和专项组相
关负责人参加主会场会议，各区级机关
及各乡镇（街道）负责人在分会场参加
会议。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以最严要求最高标准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周晓露 陈凌
方宗晓 吴璇）连日来，区领导分头赴部
分乡镇（街道），深入疫情检测点、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点，看望慰问奋战在疫情
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指导督查防控工
作。

1月31日，区委书记朱党其一行前
往鹿山街道鹿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富春
街道秋月社区康月路区块、银湖街道赛
丽·五月香山小区与金都·富春山居小
区，走访疫情检测点、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点。2月2日，朱党其又来到胥口镇上
练村、洞桥镇大乐村、万市镇田源村疫
情检测点以及3个乡镇的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每到一处，他都要仔细询问各
个检测点、观察点的力量安排、检测排
查、人员流动、防控措施等情况，详细了
解隔离人员的身体状况、生活保障等，
并向所有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党员
干部、村民群众、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洞桥镇大溪村民宿是该镇的集中
隔离观察点，最近因为一对湖北母女在
朋友圈赞叹“美到怀疑人生”而成为新
闻热点。朱党其上山看望慰问，询问她
们吃得是否习惯、住得好不好，宽慰她
们再坚持一下，有困难就找当地干部。
母亲马进戴着口罩隔着房门远远地说：

“富阳人把我们当亲人一样，我作为一
名普通的湖北人，向你们表示衷心感
谢！”在胥口镇上练村疫情检测点，有50
年党龄的党员老戴详细地汇报了执勤
安排，朱党其一边肯定防控措施得力、
工作到位，一边叮嘱他要做好自我防
护。朱党其说，目前疫情防控已到了关
键时期，各地各部门一定要坚持到底，
不能有一丝松懈，坚持就是胜利。要充
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
部先锋模范作用，落实好基层网格化管
理，坚持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确保不留
死角、不漏一人，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1月31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
一行先后前往杭新景高速东洲互通和
富阳互通、杭黄铁路富阳站、东洲国际
港和港航管理处渔山海事所，检查交通
运输运行和疫情检测点情况，随后又抽
查了春江街道一个村庄和一处封闭式
小区的居家隔离观察点情况。2月1日，
吴玉凤一行又先后来到王振和大药房、
富春江商业城农贸市场、富阳公交站、
沃尔玛超市和区水务公司应急抢修班，
检查“退烧药”销售登记报告制度落实，
公共场所和营运车辆防控消毒，农产
品、商品和药品等物资供给，城市基础

设施运行和民生保障等情况。
每到一处，吴玉凤都仔细询问各检

测点、观察点的防控措施、力量安排以
及留观人员的生活保障等情况，向所有
坚守在疫情防控和城市保障一线的党
员干部、企业商户和工作人员表示感
谢，并叮嘱他们要做好自身防护、注意
劳逸结合。她强调，要积极应对返工返
学返程高峰给疫情防控带来的新挑战，
联动配合、群防群治、把好疫情防控“源
头关”，切实做到逢车必查、逢人必检。
同时，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民生
保障，科学调整营运时间、强化日常消
毒监测、充足储备应急物资和应急力
量，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保障。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汤金华先后赴
富春街道后亭子社区和春江街道春江
村、临江村、八一村看望慰问奋战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并以明察与暗
访相结合的方式，指导督查疫情防控工
作。从现场督查情况看，4个村（社）都
设置了防控检测点，村（社）党员干部轮
流值班值守，严防进出的车辆和人员。
每到一个点，汤金华都详细询问排班值
守、村民信息、外来人口统计等情况，并
查看人员、车辆来往情况登记表。他指
出，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增强责任意
识，及时查缺补漏、全力防控、严防死
守。各值班值守人员在履行好防控职
责的同时要确保自身安全，增强自身防
护意识。要强化责任担当，严格履职尽
责，执行好值班轮岗制度，确保人员到
位、落实到位、检测到位，严格落实检测
排查流程，严格筛查、严密管控，确保在
检测中不漏一车一人。

区政协主席陆洪勤先后来到大源
镇虹赤村、虹赤村富阳与萧山交界处、
骆村村、大同村、稠溪村、亭山村及大源
集镇，随后前往富春街道后周社区，突
击暗访督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有没有逢车必检”“居家隔离人员有没
有保障生活必需”……每到一处，他都
认真询问工作人员当地的疫情防控情
况，仔细查看进出人员登记表，现场检
查防疫工作落实情况。陆洪勤要求，要
加强富阳和萧山边界以及集镇和富阳
主城区之间的道路管控，科学合理布局
镇村两级防控点，集中人员力量加强排
查。要强化网格化管理，加强返富外来
人员的摸排工作，严格落实集中隔离和
居家隔离的有关措施，确保第一时间掌
握疫情，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区领导督查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到了关键期
必须不留死角不漏一人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2 月 1 日，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应
急指挥部发布通知，为严控疫情输入，
最大程度减少人员流动，经研究决定富
阳疫情防控工作升级。

企业开（复）工标准升级。区内各
类企业不早于2月9日复工。申请提前
复工的企业，必须按照从严控制要求，
经企业申报、乡镇（街道）审核，报经主
管部门同意后复工。同意复工的企业
必须严格落实各项防控制度，不得安排

湖北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
员工提前复工。

交通查控标准升级。所有入富交
通卡口，对湖北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
传播地区的来车来人原则上劝返，不能
劝返的一律集中医学观察14天。实行
分级设卡查控管理，明确国道、省道和
部分县道由区级管理；其余县道及乡镇
级以下道路由所在乡镇（街道）管理；乡
级以下道路有条件的由乡镇（街道）设
卡查控，不具备条件的可临时关闭。具

体由通道查控和交通管理组提出具体
方案并组织实施。

村（社区）管控标准升级。区外来
富且无本村（社区）居住史的人员原则
上劝返，不能劝返的一律集中医学观察
14天。

乡镇（街道）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
业工作人员管理标准升级。1 月 31 日
未返回富阳的工作人员，须向单位报
告相关情况，由单位汇总后，报区防控
应急指挥部。如当地政府有相关防控

隔离观察等规定的，应严格遵守，不得
违反规定擅自返富。春节期间市外返
富人员，严格执行报告制度；如到过湖
北、温州等疫情较重地区的，自觉在家
隔离满 14 天；如到过其他地方的自觉
居家观察到正月十五，报单位同意后
上班。出现相关症状的到定点医院诊
治。从 2 月 1 日起，机关事业单位和国
有企业工作人员到富阳区外的，必须
严格报告并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查同
意。

严控疫情输入

富阳疫情防控工作升级

充分发挥
社区“大党委”作用

让党旗
在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连日
来，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这场特殊战役中，区委组织部发挥社区

“大党委”载体作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
心，按照“1+1+1+X”的模式，由34位区领
导领衔，组织68家区级机关、221个企事业
单位、8000 余名在职党员干部，构建完善
的社区“大党委”，并以此为单位，紧盯基
层防疫需要，科学安排，分批进社区协助
开展重点人群排查、重要场所检测、交通
要道值守等志愿服务活动，筑牢防疫“长
城”。

据统计，截至 1 月 31 日，全区累计发
动党员 11.37 万余人次、网格员 6.51 万余
人次、志愿者 12.79 万余人次、各类单位
293 家，累计排查走访 38.43 万余户，覆盖
群众69.83万余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