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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
队增派 2600 名医护人员支援武
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参照武汉
火神山医院运行模式，承担武汉

市泰康同济医院、湖北省妇幼保
健院光谷院区确诊患者医疗救治

任务。
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计划

展开床位 860 张，湖北省妇幼
保健院光谷院区计划展开床位
700 张。两所医院均开设临床
病区，设置感染控制、检验、
特诊、放射诊断、药械、消毒

供应、信息、医学工程等辅助
科室。
此次抽组的医疗力量来自陆

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
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武警

部队多个医疗单位。根据医院容
量和建设进度，军队医护人员将

分批投入支援，首批力量 1400
人于 2月 13 日抵达武汉，并计
划在第一时间展开相关医疗救治
工作。

截至目前，军队共派出 3批
次 4000 余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据新华社武汉 2月 13日电
按照中央军委命令，2月 13日凌
晨，空军出动运-20、伊尔-76、
运-9共 3型 11架运输机，分别
从乌鲁木齐、沈阳、西宁、天津、张
家口、成都、重庆等 7地机场起
飞，向武汉空运军队支援湖北医
疗队队员和物资。

上午 9 时30分许，11架空军

运输机全部抵达武汉天河机场。这
是我国国产运-20大型运输机首
次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也是空军
首次成体系大规模出动现役大中
型运输机执行紧急大空运任务。

从 12日深夜至 13 日凌晨，
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和西部
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的 11架运
输机，陆续从中原、华中和西南等

地军用机场起飞，先后抵达乌鲁
木齐地窝堡机场、天津滨海机场、
沈阳桃仙机场、西宁曹家堡机场、
成都双流机场、重庆江北机场和
河北张家口机场。在完成医疗队
员和物资装载之后，11架大中型
运输机再次升空，上午 9时开始
陆续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空

军先后出动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师、西部战区航空兵某师、空降
兵某旅执行空运人员和物资工
作。此外，空军军医大学 150名
医疗队员除夕夜出征驰援武汉，
驻鄂空军某基地和空降兵部队出
动车辆数百台次，执行医疗器械
和武汉市生活物资的网点运输保
障任务。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增派 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空军出动 3型 11架运输机多地同步向武汉空运医疗队员

2月 13日袁 工人在生产红外
额温计遥

疫情当前袁 各地对于体温筛查

十分重视袁红外额温计在此次疫情中
普遍用于体温筛查工作遥为保障红外
额温计的充足供应袁天津九安医疗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们从大年初
四开始加紧生产红外额温计袁及时供
应战野疫冶一线遥 新华社发

工人在隔离服生产线上工作

渊2月 12日冤遥
近日袁为缓解疫情防控物资紧

缺状况袁陕西金翼服装有限责任公
司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帮助下积极

调整产能袁通过快速筹备袁将职业

装生产线转变为防疫工作需要的
隔离服生产线袁开足马力保障防疫
物资供应遥 新华社发

据新华网武汉 2月 13日电 日前，中央
对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进行了调整。
应勇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
良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

2月 13日，湖北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玉良同志在会上宣布
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
发，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和湖北省领导班
子实际，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

据悉，武汉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同时调
整，王忠林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和武
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
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3日电 记者从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 2月 12日，
国家卫健委共派出 189支医疗队、21569 名
医护人员支援湖北省的医疗救治工作。

另据了解，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湖北省和
武汉市医疗救治工作的支持，2月 12日，天
津、河北、山西等 17个省（市）、自治区共计
2897 人（其中医生 1003 名、护理 1681 名、
其他管理等专家 213名）赴恩施、神农架林
区等 16个武汉外市州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对武汉重症患者的

医疗救治工作，2月 12日，组建由四川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等 11支医疗
队整建制接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肿瘤中心 10个重症病区和 1个重症
监护室（ICU），组建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扬州市、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共 10支医疗队
整建制接管武汉市第一医院 9个重症病区
和 1个重症监护室（ICU）。21支医疗队共计
3170名医护人员。

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应勇任湖北省委书记

国家卫健委：

已派出 189支医疗队
2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

天津：红外额温计“快进”生产中

西安：企业转产全力供应隔离服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
记者 13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了解到，2月12日 0—24时，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5152例（含
湖北临床诊断病例 13332例），重症
病例减少 174例，新增死亡病例 254
例（湖北 242例，河南 2例，天津、河
北、辽宁、黑龙江、安徽、山东、广东、
广西、海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 1
例），新增疑似病例 2807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171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9429人。

截至 2月 12日 24时，据 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52526例
（其中重症病例 8030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 5911例，累计死亡病例
1367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59804

例，现有疑似病例 13435例。累计追
踪到密切接触者 471531人，尚在医
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81386人。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 14840 例
（武汉 13436例），新增治愈出院病
例 802例（武汉 538 例），新增死亡
病例 242例（武汉 216例），现有确
诊病例 43455例（武汉 30043例），
其中重症病例 7084例（武汉 5426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441例（武
汉 1915例），累计死亡病例 1310例
（武汉 1036 例），累计确诊病例
48206例（武汉 32994例）。新增疑似
病例 1377例（武汉 620例），现有疑
似病例 9028例（武汉 4904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

病例 78例：香港特别行政区 50 例
（死亡 1例，出院 1例），澳门特别行
政区 10 例（出院 2 例），台湾地区
18例(出院 1例)。

国家卫健委：

2月 12日新增确诊 15152例
累计治愈出院 5911例

2月 12日袁在瑞士日内瓦袁世卫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渊前排右冤出席记者会
渊手机拍摄冤遥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12日
强调袁 新型冠状病毒是人类共同敌人袁

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战胜疫情遥世卫组织
认为袁中国所采取的大规模病毒防控行
动避免了疫情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规
模蔓延遥

新华社发

世卫组织总干事：

中国防控行动避免疫情
在其他地区大规模蔓延

据新华社南京 2 月 13日电 为致敬医
者仁心、褒扬人间大爱，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联合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旅游集团、南京文
投集团等，对全国所有医务工作者实行免费
参观游览政策，提供系列免费贴心服务。

据介绍，自景区、博物馆恢复运营之日
起一年内，全国所有医务工作者，凭有效证
件至南京市景区、博物馆售票处办理免门票
入园手续。医务工作者团体参观游览可与景
区、博物馆提前预约。

据了解，这些景点包括政府投资的国家
等级景区及博物馆，涉及中山陵园风景区、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中国近代史遗址
博物馆等 23家国家等级景区，以及太平天
国历史博物馆、江宁织造博物馆等 4家市属
博物馆，还有南京城墙也免费参观。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表示，在南京期
间，医务工作者可以凭有效证件免费乘坐旅
游观光巴士，在旅游旺季还会为医务工作者
开设优待窗口和绿色通道。

南京：政府投资的旅游景点
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费开放一年

据新华社武汉 2 月 13 日电
记者 2月 13日从科技部获悉，钟南
山、李兰娟院士团队近日分别从新
冠肺炎患者的粪便样本中分离出新
型冠状病毒，这一发现证实了排出
的粪便中的确存在活病毒，对于准
确认识疾病的致病传播机理，帮助
全社会有针对性地做好防控，切断
疫情传播途径具有重要意义。专家
表示，是否存在粪口传播目前还需
进一步研究，不要过度紧张或恐慌，
一定要勤洗手、勤消毒，食物煮熟再
吃，注意个人和家庭卫生，注意下水
道的通畅及必要的消毒。

钟南山院士团队专家、呼吸疾
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赵金存教
授介绍，广州医科大学呼吸疾病国
家重点实验室、广州海关技术中心
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及中山大学附
属第五医院合作，从一例新冠肺炎患
者的粪便拭子标本中分离到一株新
型冠状病毒。该样本是由珠海中山
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提供的粪便拭子
标本，实验室通过多种细胞系接种样
本并传代，最终从 Vero E6细胞中
成功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
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

实验室李兰娟院士团队近日也同样
从患者粪便样本中分离到病毒。浙
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副主任吴南屏教授介绍，研究人员
从 5份粪便样本中分离到了 3份新
型冠状病毒阳性，在分离出的细胞
里也观察到明显病变，经过检测并
常规盲传及再次标本分离都确认了
病毒的存在。

“我们在实验室里发现了这个
情况，流行病学专家还需进一步调
查确认，是否有较强的传染性这有
待于进一步的调查和科学研究。如
这个粪便里的病毒是吞进去的还是
在肠道细胞增殖，以及与血液的关
系、痰液的关系、与疾病发生发展的
关系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吴南屏说。

吴南屏建议：“大家注意公共卫
生，多洗手、吃熟食，食物要洗净烧透，
注意个人卫生及必要的污水处理。”
赵金存表示，这个发现证实了排

出的粪便的确存在活病毒，尽管目前
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存在粪口传
播，但结合香港青衣长康邨康美楼最
近发生同一建筑发生 2名新冠病毒患
者，可能与该楼的下水道的污染相关。

钟南山、李兰娟院士团队
从新冠肺炎患者粪便中分离出病毒

据新华社武汉 2 月 13 日电
湖北省卫健委 13日通报，2月 12日
0时-24时，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
例 14840例（含临床诊断病例 13332
例），这一数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专家认为，湖北公布的 12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大幅增加，是因为将
临床诊断病例13332 例纳入确诊病
例公布。

通报说，随着对新冠肺炎认识
的深入和诊疗经验的积累，针对湖
北省疫情特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
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在湖北省的病
例诊断分类中增加了“临床诊断”,
以便患者能及早按照确诊病例接受
规范治疗。

根据第五版诊疗方案，对湖北
地区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
者，纳入临床诊断病例。据专家解
读，对湖北地区一时病毒核酸检测
仍呈现阴性或未能进行核酸检测，
但影像学特征符合新冠肺炎标准的
患者纳入临床诊断病例。这有利于
对此类尚未确诊的患者精准施策，
既有利于患者治疗，也利于疫情总
体防控。

通报说，根据第五版诊疗方
案，近期湖北省对既往疑似病例开
展了排查，并对诊断结果进行订
正，对新就诊患者按新诊断分类诊
断。为与全国其他省份对外发布的
病例诊断分类一致，13日起，湖北
省将临床诊断病例数纳入确诊病
例数公布。

湖北确诊病例为何大幅增加?

据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13
日电 记者从 13日召开的黑龙
江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进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1月 22日以来，黑龙江省公安
机关已侦办隐瞒病情违法犯
罪案件 18起。

黑龙江省公安厅治安总
队副总队长殷伟介绍，18起案
件中，行政案件 8 起，包括拒
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
令案件 6 起，阻碍执行职务案
件 2 起；办理隐瞒病情、旅居

史、密切接触人员等信息的刑
事案件 10起。

黑龙江省一城市的新冠肺
炎患者马某祥，于 2月 3 日在
当地中医院被确诊，马某祥明
知此疾病传染性强、后果严重，
在有关部门向其了解确诊前相
关出行及接触人员情况时，未
如实反映相关情况，隐瞒其多
次与亲属聚会的事实。目前，
马某祥的多名亲属已确诊感
染，公安机关对马某祥涉嫌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

侦查。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黑龙江省公安厅针对疫情形
势变化，制定出台了《严厉查
处打击疫情防控期间违法犯
罪行为十二条规定》，并会同
黑龙江省法院、省检察院、省
司法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
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执法
司法力度，保障疫情防控工
作顺利开展的公告》，针对隐
瞒、谎报病情等行为，加大打
击力度。

黑龙江省已侦办隐瞒病情违法犯罪案件 1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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