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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扬州市召开第23场疫
情防控专题发布会。会上通报：8月20
日0-24时，扬州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1 例，普通型，来自集中隔离
点。这已是该市日新增病例连续第6
天为个位数。7月28日至8月20日，
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67例。
经过医护人员精心治疗，经专家评估，
当日18名确诊患者达到出院标准转至
定点医院康复，累计出院88例。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陈咏

最新动态>>>
新检出1例阳性来自集中隔离点

8 月 20 日，扬州共采样、检测
90.91万人，截至8月20日24时，当日
检出1例阳性，来自集中隔离点。对于
确诊病例的救治工作，目前扬州三院
收治患者193例，另外286例目前在南
京治疗。8月 21日，扬州将继续对邗
江区、广陵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蜀
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部分重点区
域，以及集中隔离点，开展重点地区重
点人群的核酸检测。

为更加迅速地查清并阻断新冠肺
炎病毒传播链条，扬州在此前主城区
大规模核酸检测结果的基础上，从8月
14日起，根据前7轮全员核酸检测结
果，进行了综合研判，进一步提高核酸
检测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更加聚焦
于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

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介
绍，原则上，第5-7轮出现过病例的街
道（乡镇），每天检测1次；只在1-4轮
出现病例的，3天1次；从未出现病例
的，5天1次。之后根据筛查发现病例
的情况及其行动轨迹，进行动态调整，
优化检测策略。同时该市也通过大数
据分析，对各点位力量配置、参检人
数、工作时长等资源进行了统筹配置，
引导有序采样，避免人群集聚。

三类特殊人群一日三餐配送上门

8月17日，扬州下发第44号通告，
要求主城区所有小区居民“足不出楼
栋”、村民“足不出自然村”、平房区居
民“足不出巷”，封控措施升级后志愿

者队伍有缺口怎么办？
扬州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

会副主任陆志林在会上介绍了以网格为
单位，通过微信群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
动员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退休老
党员等就地转成志愿者，协助属地做好
社区防控工作的做法。目前，参与社区
防控志愿者服务人数达到2785人。

鼓励居民订购政府专供肉菜，社
区统计订单，及时汇总上报。近3天
来，该区累计订购冷鲜肉 7704 份
38520斤、蔬菜套餐11794份、豆制品
套餐4793份、牛奶套餐3247份。猪肉
价格限定为13元/斤，蔬菜全部以批发
价销售，受到广大居民的普遍欢迎。
景区调集了3辆冷链车，确保以最快速
度配送到位。

此外，满足特殊群体个性化需
求。对全区封闭小区30名独居老人、
独居未成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残疾人

“三类人员”全部实行一日三餐配送上
门，并按照1:1配备特殊人员联系人。
高度重视滞留游客，目前，景区临时安
置点共安置25人，定期上门进行核酸
采样，并提供送餐、购买生活物资、心
理疏导、政策咨询等服务。

专家支招>>>
居民特殊时期怎样有个“好睡眠”？

疫情期间，部分人长时间居家不
出，可能会因为生活不规律、缺少体育
锻炼、情绪管理不佳或者因疫情带来
的应激反应，导致睡眠障碍的发生。
苏北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陈蓓蕾
在发布会上表示，睡眠也是一种有效
的免疫保护机制，疫情期间睡眠质量
也十分重要。

要想科学地保持良好睡眠，陈蓓
蕾建议，首先要保持生活规律，避免过
度的熬夜、睡懒觉，破坏人体原有的

“生物钟”；睡前泡泡脚、喝杯热牛奶也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入睡。其次，因
地制宜地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比如
广播操、瑜伽、太极拳、木兰拳、八段锦
等。大家可以根据身体素质和兴趣爱
好，选择适宜自己的运动保健项目，既
能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又能促进
睡眠、改善睡眠质量。

扬子晚报讯（记者 王雪瑞 李
晨）昨天，南京一大拨12-17岁学生
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免费接种第一针。

近日南京市秦淮区、建邺区、玄
武区等区家长陆续收到学校统一安
排接种学生疫苗的通知。据了解，17
岁以上的中学生，符合接种条件尚未
接种的，也在本次接种范围内。

8月21日-8月24日，南京市秦
淮区分批开展12-17岁学生新冠病
毒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区内各学校将
统一安排，分时段分批次有序组织疫
苗接种。秦淮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醒，未成年人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前监护人应现场完成
健康询问表和知情同意书的签字确
认。接种时需家长（监护人）全程陪
同，在接种期间需全程佩戴口罩。

21日上午8点，位于南京市第二
十七高级中学的疫苗接种点迎来了

首批接种学生。记者注意到，学校针
对此次疫苗接种提前进行了分区域
布置和服务。学生和家长出示苏康
码、测量体温后进入学校，在工作人
员指引下，先凭身份证登记个人信
息，随后进入疫苗接种区间隔就坐等
待接种，整个接种现场平稳有序。完
成接种的学生，要在留观室等待半小
时后，无不良反应方可离场。

为什么要给12-17岁人群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根据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十问十答”，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可以获得相应免疫力，从而有效降低
发病、重症的风险。尚在外地未归的
学生如能在当地接种，在完成接种后
及时向所在学校报备；如不能在当地
接种，可先与就读学校报备，回来之后
将统一安排补接种。接种当天如果有
发烧、咳嗽、腹泻等身体不适症状，建
议暂缓接种，等恢复后再进行预约。

扬子晚报讯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关于调整新冠肺炎疫情分区
分级标准实施精准管控措施的通知》
（国电发〔2020〕11号）和《关于印发新
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处置指南（修订
版）》（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1〕75
号）要求，经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研究，自发布之日起，
对扬州市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
行调整：

一、以下地区由高风险地区调整
为低风险地区：

扬州市邗江区新盛街道。
二、以下地区由高风险地区调整

为中风险地区：
1.扬州市广陵区东关街道；
2.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
3.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汇街

道；
4.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津街

道；
5.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

区梅岭街道。
三、以下地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

为低风险地区：
1.扬州市广陵区汶河街道；
2.扬州市邗江区蒋王街道；
3.扬州市邗江区双桥街道虹桥社

区念四新村小区；
4.扬州市邗江区双桥街道石桥社

区弘扬花园小区；
5.扬州市邗江区双桥街道卜桥社

区扬子江北路426号钣金厂宿舍；
6.扬州市邗江区双桥街道卜桥

社区扬子江北路以西、平山堂西路
以南、邗江北路以东与沿山河新城
河念四河折维扬路杨柳青路合围区
域；

7.扬州市邗江区双桥街道四望亭
路217-5号怡莱酒店（四望亭路店）；

8.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
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调整

后全市现有4个高风险地区、21个中
风险地区。

新增确诊病例连续6天个位数
扬州更新核酸检测规则精准聚焦“双重点”

南京启动12-17岁学生
新冠疫苗接种

国家卫健委：
20日新增本土病例4例

新华社电 国家卫健委21日
通报，8月 20日 0—24时，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2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16例（广东4例，云南3例，北京
2例，上海2例，浙江2例，天津1
例，内蒙古1例，福建1例），本土
病例4例（上海2例，江苏1例，湖
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
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51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3275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
21例。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739例（其中重症病例11例），现有
疑似病例2例。

扬州高风险地区减至4个

2021年8月21日，在南京市第二十七高级中学，学生接种新
冠疫苗 新华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俨 摄

20日江苏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1例

本报讯（记者 仲崇山）据省
卫健委消息：8月20日0-24时，
我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例（扬州市报告），为普通型。
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1
例。以上病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
治疗。新增出院病例23例（均为
本土确诊病例）。

7月20日至8月20日24时，
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17
例（南京市235例，淮安市12例，
扬州市567例，宿迁市3例）。累
计出院本土确诊病例182例。目
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确诊
病例649例，其中本土确诊病例
635例（轻型117例、普通型508
例、重型8例、危重型2例）。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