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件事做不好，将影响抗疫大局
——多地城乡废弃口罩处置情况调查

近期全国口罩使用量不断攀升。能
否安全处置废弃口罩，关系抗疫大局。
当前，各地为安全处置废弃口罩已采取
哪些措施？效果如何？仍存在哪些难点？
如何改进克服？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当前各地已从多方面着手确保城乡废
弃口罩安全处置。

记者梳理发现，已有多省市以文件、通
知等形式，对处置废弃口罩进行规范。重庆、
山东、辽宁等地有关部门下发了规范收集处
置废弃口罩工作的通知；南京市制定了相关
工作方案；一些相关企业也制定了规范，如
中国节能下属成都公司制定发布了《废弃口
罩运输车掉入垃圾仓的事故预案》等、南京
江南生活垃圾焚烧厂制定实施了《废弃口罩
应急接收处置方案》……内容涉及社区收集
存储、机构收运处理、社会宣教引导等多个
方面，为开展处置提供了依据。

对废弃口罩处置实施全链条卫生安全
保障已成各地共识。在收集阶段，各地对普
通城乡居民日常产生的废弃口罩多采取分
类专项收集。江西南丰在全县范围内投放
了 512 个废弃口罩专用收集桶，收集后安
排专人进行消毒再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理，
以避免二次污染。

收运阶段，各地多采取由垃圾清运单
位与人员严格消毒、专车清运、直运处理场
所、“日产日清”等措施。“我们安排专人专
车沿专线对废弃口罩专用容器、袋内垃圾
及周边进行消杀”，南京市溧水区环卫服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德跃告诉记者。

多地保障废弃口罩安全处置

近期各地返程人潮涌动，张益
等专家建议，要加大宣传力度广度，
增强市民相关责任意识，让更多市
民知晓将废弃口罩放入袋中密封后
再投放到专用垃圾桶中这一防疫知
识，还要考虑阶段性增加专用垃圾
桶数量、环卫等相关领域工作人员
数量，增加消杀、收运频次，保障、提
升废弃口罩安全处置能力。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
建议分区域、分类规范废弃口罩投
放：医疗机构废弃口罩直接投入医
疗废物垃圾袋中，作为医疗废物收
集处置。普通人日常使用过的口罩，
丢入“其他垃圾”桶，严禁回收与分
拣。对于存在发热、咳嗽、咳痰、打喷

嚏症状的人，或接触过此类人群的
人，可将废弃口罩装入密封袋或保
鲜袋后，丢入“其他垃圾”桶。

对于农村地区废弃口罩处理，
张永理等专家建议，应尽快投入更
多关注，注意规范流程、细化责任
主体，在收集、消杀、密封后，运到
周边有处理能力的垃圾焚烧厂进
行处理。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
曹玮等表示，为避免不法商贩将废
弃口罩收集后进行二次贩卖，丢弃
时可以进行适当损毁，但处理时一
定要有防护，不建议剪碎，防止操作
不当增加感染病毒的风险。

（据新华社合肥2月5日电）

专家：密封丢进专用桶 分段责任要落实

多名专家和一线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
废弃口罩处置或面临一些难题。

——返程人数加速增多挑战“日产日
清”。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容军介
绍，目前北京还有 800 多万人待回。2 月 2
日到 2 月 18 日有 200 多万人已订票，593
万余人潜在回京旅客将会逐步订票回京。
预计2月9日后，随着大量市民返回工作岗
位，废弃口罩数量将明显增加。

——各地处置能力、风险意识水平参
差不齐。中国政法大学应急管理法律与政
策研究基地研究员张永理认为，安全处置

废弃口罩的能力与各地垃圾分类制度实施
水平直接相关，一些地方由于垃圾分类体
系不健全，导致安全处置水平不高，想短期
补齐短板并不容易。

——农村一些地区废弃口罩处置困难
较多。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张益认
为，农村地区处置废弃口罩存在人员分散、
容器缺乏、管理薄弱、末端处理设施不完备
等隐患。多地村镇干部告诉记者，农村住户
分散，专人收集受到人力和技术的限制。同
时由于处置能力有限，不少村镇很难做到

“日产日清”，增大了风险。

废弃口罩安全处置或遇三难题

三难题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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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华社记者

“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各级
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
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赢得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指明努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压实疫情防控
责任，凝心聚力、科学施策，上下同心、众
志成城，汇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服务大局，集中力量打好
防控总体战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有力保证。

“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
协调、统一调度，全民总动员、全力抓防
控，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内蒙古通辽市委书记冯玉臻
说，2月4日，通辽市首批30人援助湖北
医疗队已赶赴疫情前线。目前，通辽市
1.8万名党员干部组成近3000个“尖刀
班”与全市 2.5 万名志愿者活跃在嘎查
村、社区等疫情防控一线。

服从服务于全国大局，海南已组织
三批医护人员驰援湖北，计划分4批向
湖北捐赠价值1000万元共计500吨冬

季蔬菜，并全力为重点疫区留琼人员提
供健康管理服务。

疫情防控是一场阻击战，也是一场
总体战，各项工作都要为赢得这场严峻
斗争提供支持。

全国公安机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集全警之力，扎
实抓好战疫情、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
各项措施的落实。

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公安机关侦
办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等刑事案件56起；辽宁、江
苏等地公安机关相继破获制假售假、哄
抬物价、诈骗等刑事案件26起，查扣涉
案口罩142万余只。

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亓延军
表示，北京公安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夯实筑牢社区防线，有
效维护定点医院、发热门诊等重点部位
医疗秩序、治安秩序，持续保持社会面
高等级防控，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向社会领域传
导，坚决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严防死守，毫不懈怠应对
新情况新问题

疫情防控处在关键时期，形势不断变
化，各项工作也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针对疫情由外源输入为主转向内
源扩散为主，黑龙江正在采取“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的联防联控策略。日前，
已有10余个督导组下到省内市县。

“通过省市县乡村联动，在疫情监
测、医疗救治、乡镇村和城市社区防控以
及防控物资储备等方面形成一张网，积
极做好疫情‘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
黑龙江省卫健委主任魏新刚说，同时应
对返工返程等出行高峰，加强对聚集性
扩散的严防死守。

浙江温州人口近千万，疫情态势依
然严峻。截至2月4日，温州累计报告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364例。

“为了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
径，防控措施必须不断升级，集中硬隔
离、居家硬管控等举措要坚决落实。”温
州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黄建平说，接下
来将迎来“三返”高峰期，需要各方密切
协同、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狠抓落实。

农村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也是难
点。连日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林泉
镇海子村全体党员干部日夜值守。

“加强疫情防控必须落实落细，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有很强的指导意
义，基层干部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
防控第一线。”海子村村支书杨帆说，加
强农村疫情防控，必须要守好“流动关
口”，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
用，毫不懈怠地做好各项工作，坚决不
能让乡村成为疫情防控的“盲区”。

主动担当作为，筑起基层
防控堡垒

疫情防控，不容推诿扯皮，作风漂
浮、失职渎职必须追究责任、依法惩处。

日前，针对湖北省红十字会在捐赠
款物接收分配中的有关问题，湖北省纪
委监委调查核实并报湖北省委批准，免
去张钦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
长职务，另有多人受到处分。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程跟进、
同步监督、现场督导，督促广大党员干部
认真履职，真正把救治和防控措施落到实
处。”带队在乡镇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湖
北咸宁咸安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合权
说，目前当地已组建了4个督办组，全区
所有纪检监察干部都坚守在防控一线。

“疫情当前要敢担当，不能遇事不干
事。”在河南省辉县市大占城村党支部书
记李德平看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道出了老百姓对党员干部的期盼。

近日，李德平通过大喇叭喊话村
民、提醒做好疫情防控的“怒吼”视频，
在网上走红，被网友称作“硬核”喊话。

“职责所在，我要对3000多口人负
责，保大家安全。”李德平说。

从1月30日开始，成都天府新区煎
茶街道开始进行全覆盖排查，力争排查
不漏一户、宣传不漏一人、防控不染一人。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洋说：“疫情
当前，作为基层疫情防控的‘守卫人’，
我们一旦松懈，就会严重干扰疫情防控
大局。必须绷紧责任这根弦，带领群众
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把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
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坚持全国一盘棋
汇聚抗击疫情强大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凝聚力量鼓舞士气

国家卫健委公布诊疗方案
试行第五版，有哪些变化
据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为进

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病例诊断和医疗救治工作，国家卫健
委于 2 月 5 日在其官网发布《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五版）》，第五版指南与1月27日发布
的第四版指南有哪些不同？

在同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
局监察专员郭燕红表示，目前已经四次
调整更新了诊疗方案，边实践边总结边
完善，将很多行之有效的治疗经验纳入
指导工作当中，不断提高疾病的规范化
诊疗水平。她表示，这次修订以重症、危
重症患者救治为重点，着力优化重症、
危重症患者的诊疗方案，进一步提高救
治的效果，尽最大努力降低病死率。

明确无症状感染者
也可能成为传染源

关于传染源，第五版指南明确表示
“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
生表示，此处提到的无症状感染者并不
是指某些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永远
不出现症状，成为行走的隐匿带毒者，
而是指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的潜伏期
也有可能传播病毒。近期即将出现返程
潮，建议所有民众在返程后居家隔离一
个星期，并于返程途中做好个人防护。

气溶胶和消化道等传播途径
尚待明确

关于传播途径，第五版指南明
确，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
的传播途径，并补充，气溶胶和消化
道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

为什么写“尚待明确”？并且此前
也有消息称，在患者粪便中检测到病
毒。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
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兴旺在发布会
上回应称，他们关注到了这个现象，
但是还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今后有
证据时可能会更改传播途径的写法。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
曹玮表示，粪便中检测到病毒并不代
表病毒一定通过粪口途径，即消化道
传播。根据患者较长的潜伏期及起病
后的种种表现，不排除患者在感染过
程中存在明显的病毒血症期的可能
性，即粪便中的病毒或由肺部进入外
周血，再由外周血至肠道。

湖北省条件放宽
疑似病例判断标准

第五版指南中，相比湖北以外省
份对于疑似病例的判断标准，湖北省去
掉了“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这一条。

为什么把湖北省的判断标准放宽？
对此李兴旺表示，这是为了增加基层医
疗机构的诊断能力，因为基层医疗机构

不具备CT这样的设备，因此特意在湖
北提出来，在病人很多的情况下，只要
病人具有发热、呼吸道症状的情况下，
结合流行病学史，就把他当作疑似病例
进行诊断，目的是更好地控制传染源。

目前没有确认有效的
抗病毒治疗方法

第五版指南首次补充“目前没有确
认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李太生表
示，这也代表了各方专家比较明确的意
见。所以近期网传中成药、克力芝(即洛匹
那韦/利托那韦)、瑞德西韦等药物均未在
临床中完成试验研究，其有效性仍待确
认。请民众千万不要擅自囤药或服药。

第五版指南中新增了较大剂量的
利巴韦林口服治疗。李太生表示，根据北
京协和医院以往经验，利巴韦林用至最
大量1.2g时，就存在较多病人出现溶血
性贫血以及恶心等消化道症状导致利巴
韦林减量甚至停用。“目前这个方案利巴
韦林的用量较多，临床医生需警惕相关
的毒副作用及监测患者耐受情况。另外
同样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克力芝中的利托
那韦会增加其他药物的血药浓度，必要
时需酌情调整其他药物用药剂量。”

治疗方法更具有可操作性
着重对危重症患者的呼吸支持

“第五版指南治疗的方法和手段
更为丰富，不仅仅有对症和支持治疗，
包括氧疗我们都详细进行了相关的分
类，为临床治疗过程中更具有可指导性
和可操作性提供了基础。”郭燕红说。

“临床发现，重症病人多有呼吸
紧迫、气急、憋气等现象。”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感染科主
任谢青表示，如果发现病人出现以上
症状，应该及时给予给氧治疗。

第五版指南将呼吸支持部分进行了
扩充完善，从一般氧疗、高流量吸氧/无
创通气、有创机械通气到挽救治疗进行
从低到高级别的呼吸支持分类，并详细
描述了呼吸支持逐级递增的考虑条件，
李太生表示，这为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
呼吸支持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诊疗方案。

再次强调控制医院感染
继第四版指南后，第五版再次强

调要遵照《医疗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一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常
见医用防护用品使用范围指引（试
行）》进行医院感染控制。严格规定了
口罩、手套、防护服等防护用品使用
的区域、时长、穿戴规范等。

“对抗疫前线医务人员来说，切
断传播途径是医院感染控制中非常
重要的环节。”北京协和医院援鄂抗
疫医疗队的队长、感染内科主任医师
刘正印表示。

教育部印发指导意见

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
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记者5日
从教育部获悉，针对疫情对高校正常开
学和课堂教学造成的影响，教育部日前
印发相关指导意见，要求采取政府主
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方式，共同实
施并保障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
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指导意见说，各高校应充分利用上
线的慕课和省、校两级优质在线课程教

学资源，在慕课平台和实验资源平台服
务支持带动下，依托各级各类在线课程
平台、校内网络学习空间等，积极开展线
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保
证疫情防控期间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据统计，截至 2 月 2 日，教育部组
织22个在线课程平台免费开放在线课
程 2.4 万余门，覆盖了本科 12 个学科
门类、专科高职18个专业大类。

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
临床试验在武汉启动

据新华社武汉2月5日电 在科技
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等多部门
支持下，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
desivir）已完成临床试验的注册审批
工作，第一批病例入组工作也已就位。
首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重症患
者2月6日将接受用药。

这是记者2月5日下午，从在武汉
市金银潭医院召开的科技部应急攻关

“瑞德西韦治疗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研究”项目启动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
学院院长王辰院士在启动会上表示，
各界对这一试验有期望，但有无效果，
还需要等待严格的科学试验结果。

据介绍，目前药品运输、分组编盲等
前期准备工作已完成。瑞德西韦临床试验
由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
究所牵头，研究将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等多
家临床一线接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患者的医院中进行，拟入组761例患者，
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方法展开。

武汉三种方式
强化发热病人排查

新华社武汉2月5日电 武汉市
委副书记胡立山 5 日晚在湖北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武汉市目前
共有20629人居家隔离。

据介绍，武汉市十分重视发热病
人的排查工作，主要采取三种方式加
强排查。具体包括：发动社区干部按
照网格为单元，组织网格员一起，通
过电话、敲门问询等方式，了解每一
个住户、家庭是否存在有人发热的情
况；引导发热患者首先到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就诊，登记在册、建立联系，进
行帮扶；每天，武汉市还把各发热门
诊的名单全部收集起来，由相关部门
推送至公安部门，进行甄别后，第二
天早上8点前推送至社区。

胡立山说，居民出现发热后，如
果没有出现肺炎的症状，建议居家
隔离，并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生建立联系；对于出现肺炎症状的，
相关部门会组织进行集中隔离以及
检测。目前，武汉市居家隔离共有
20629人。

铁路部门再次调整免费退票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为加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配合各地 2 月 10 日前灵活安排工
作的措施，进一步方便旅客办理退票，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决定，自
2020年2月6日零时起，此前在车站、
12306网站等各渠道已购买的全国铁
路火车票，旅客在开车前自愿改变行
程需退票的，铁路部门均不收取退票
手续费，购买铁路乘意险的一同办理。

对无法在网上办理退票的旅客，

铁路部门继续推出延长退票时限的服
务措施。凡是于 2 月 5 日 24 时前使用
现金购票或已于2月5日24时前换取
纸质车票（含报销凭证）的旅客，如开
车前无法到车站办理退票的，可延期
至3月31日24时前办理退票；凡是火
车票票面发站所在地车站进站通道关
闭的，在进站通道恢复之日起30日内
均可办理退票；退票须在购票地或出
发地各车站办理，办理时继续免收退
票费，铁路乘意险一同办理。

武汉雷神山医院施工进入冲刺阶段

2月5日，武汉雷神山医院主体建设已经完成，施工进入冲刺阶段。
图为当日拍摄的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工地（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