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18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刘春德 黄露玲

总编室传真:(0531)85193500 Email:dbzbs@dzwww.com要闻2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7日讯 今天上午，全省公路限高限宽设施、检查卡

点及劝返点“再排查、严整治”集中行动视频会议在济南召开。副省长凌
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分别作了表态发言。

凌文指出，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设置是否规范，直接关
系交通骨干网络能否畅通，高效流通体系能否建立，事关做好“六
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限高限宽设施和检
查卡点问题摸排整改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一定要提高政治站位，针
对国务院督查通报问题，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问题排查整
改，坚决保障交通骨干网络畅通，全力促进货运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他强调，要按照集中行动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摸清底数，明确标
准，严格核查，完善政策，确保问题全面整改落实到位。要加强组织
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统筹协调，抓好督导检查，用实实在在的
成绩向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全省公路限高限宽设施、检查

卡点及劝返点“再排查、严整治”

集中行动视频会议召开

青岛确诊的哥231名密接者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10月17日讯 今天下午，

青岛市召开本次疫情发生以来的第8场
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青岛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邵某某的231名密切接
触者已全部追踪确认，目前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10月11日，青岛市卫健委通报新增
3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其中之一
便是的哥邵某某（男，57岁）。10月13
日，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测结果，
专家组将邵某某确诊为普通型病例。

青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隋汝
文介绍，疫情发生后，国家和省、市三
级专家迅速联合开展流调和风险研判。
针对邵某某所驾鲁UT4923出租车载客
情况，青岛全力开展追踪溯源。经过连
续4个昼夜紧张工作，查明：自9月29日
16时至10月10日22时，邵某某共载客183
次，截至10月16日12时50分，追踪到最
后一次一名乘客，共追踪乘客231人，
其中在本市196人、省内外市11人、省
外24人。对在本市的196人，青岛逐人
落实隔离管控措施，对省内外市11人、
省外24人，由卫健委、公安部门双线通
报省主管部门，协调相关省、市落实管控
措施，并跟踪落实反馈情况。截至目前，
对相关人员已全部采取流调、隔离、管控
措施，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截至10月17日14时，青岛全市共采
集核酸检测样本10920411份，已出结果
10920294份，除此前已公布的确诊病例
外，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记者了
解到，尽管青岛已于10月16日18时完成
了“3天内对主城五区检测全覆盖、5天

内对全市检测全覆盖”的全员检测目
标，但为做好核酸检测收尾工作，青岛
仍在10个区市保留了231处采样点，延
期2天继续进行免费检测。

目前，青岛共在院收治13例确诊病
例，其中危重型1名、重型3名、普通型

7名、轻型2名。在国家、省、市专家组
的联合会诊指导下，青岛对确诊病例实
行一对一、“一人一策”诊疗小组包干
治疗。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西海岸院区负
责救治3例确诊患者，其中危重型1例、
重型2例，1名重型病例病情好转，其余

病例病情平稳。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负
责救治10例确诊患者，其中1名普通型
病例病情好转，1名普通型病例受高血
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影响，病情有所
加重，但生命体征平稳，其余病例病情
平稳。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张进刚 报道
10月16日，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青岛华大“火眼”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处理核酸检测样本。

青岛全面开展秋冬季疫情防控督导
对此次疫情暴露出的防控短板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改

□ 本报记者 肖芳

5天完成全市全员检测，未发现新
增阳性样本。随着全员核酸检测的收
尾，青岛本轮疫情终于让人暂时“松了
一口气”。但这次疫情暴露出疫情防控
操作、落实等层面存在问题和漏洞，教
训不可谓不深刻。接下来，青岛将如何
以此为鉴，从严从实从细确保各项防控
措施落实到位？

“我们将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省
政府要求，始终绷紧疫情防控不放松这
根弦，坚持对疫情的警惕性不降低、防
控要求不降低。”10月17日下午，青岛
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青岛市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隋汝文作出表态。

规范使用CT等诊疗设备

经过各方不舍昼夜的努力，青岛疫
情的传播链条已经明晰：作为新冠肺炎
救治定点医院的青岛市胸科医院，在院
感防控方面存在麻痹松懈思想，对医院
内新冠肺炎患者与普通患者之间存在交
叉感染风险认识严重不足，防范意识欠
缺，从而导致疫情在院内传播。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赵国磊表示，此次疫情的发生是“一
个十分沉痛的教训”。疫情发生后，青
岛迅速组织进行排查整改，将规范使用
包括CT在内的各类诊疗设备纳入检查
重中之重，强调新冠肺炎患者检查CT
必须做到单独使用和“一用一消毒”，
坚决杜绝与其他就医患者混用。目前，
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西海岸院区、青岛
市第三人民医院两家定点医院，所有确
诊病例的CT检测都能够做到单独使用
和“一用一消毒”。

此次疫情的发生，为院感防控工作
再次敲响了警钟。据赵国磊介绍，青岛
将建立健全院感常态化培训演练机制，
严格实行网格化管理，落实“一岗、一
科、一策”防控方案，落实各科室、各
岗位院感防控责任人和监督员，落实清
洁消毒措施、消毒质量控制和效果评
价，发挥“三个一”（即成立一个院感
防控专班、建立一本问题整改台账、记
录一本工作日志）内部察纠机制作用，

确保每个科室、每个环节、每个区域无
一疑点、无一疏漏。

此外，青岛还将按照“平战结合、
战备应急”原则，继续加大全市医疗卫
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推进公共卫
生服务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
设，不断提高公共卫生应急服务能力。

10个督导组驻点各区市

针对此次疫情暴露出的防控短板。
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万胜表示，
青岛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全面排
查整改，在全市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形
势下秋冬季疫情防控督导工作。

此次督导行动，青岛组成了10个督
导组，驻点各区市，采取“四不两直”、日
常暗访与专项督导相结合的方式，重点
督导各区市疫情防控的组织体系、措施
落实、核酸检测能力提升、物资储备、经
费保障等情况。记者注意到，此次督导内

容包括零售药店退烧和止咳药品实名登
记、流感等疫苗储备和预约接种、海鲜市
场等重点场所测温和全息感知监控设备
布建等，内容具体、可操作性强。

隋汝文表示，对督导中发现的问
题，能立即整改的必须立即整改到位，
不能立即整改的必须限期整改。督导组
将对相关单位整改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对整改不到位、工作不重视、敷衍塞责
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

提高全民防范意识

截至目前，青岛本次疫情已得到有
效控制，但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的大背景下，疫情防控风险随时随地存
在。青岛将加强医学科普教育，持续引
导广大市民做好个人防护。“勤洗手、
常通风、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这些防护举措，既是我们预防新冠肺炎
的有效措施，也是防范秋冬季呼吸道传

染病的重要举措。”赵国磊说。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院感科主任、青

岛市院感质控中心主任侯桂英提醒广大
市民，如果发现自己或家人出现咽痛、
鼻塞、流涕、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症
状，以及发热、头痛、全身肌肉酸痛等
全身症状，一定不要恐慌，可按如下流
程进行处置：首先要佩戴正规的外科口
罩，建议4小时更换一次，保持手卫
生，做好自我隔离；其次，注意自我体
温检测，如果体温不超过37 . 3℃，尽量
避免到医院去，可以在互联网医院进行
咨询；如果病情没有缓解，及时到就近
医院发热门诊就诊，主动提供流行病学
史及体温记录，配合医生进行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及血常规检测，必要时还需作
新冠病毒抗体检测和肺部CT检查；在
就医过程，做好个人防护，注意与他人
保持安全距离，遵从咳嗽礼仪；就医后
配合医护人员进行自觉居家观察、医院
留观或专科就诊。

医疗机构如何做好院感防控？
◆严格落实门诊三级预检分诊制度 ◆做好隔离留观病区管理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10月17日讯 青岛此次疫

情发生后，院感防控引起了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10月17日青岛市召开的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上，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院
感科主任、青岛市院感质控中心主任侯
桂英，针对各级医疗机构的院感防控提
出专业建议。

侯桂英表示，医疗机构首先要严格
落实门诊三级预检分诊制度，把好入院
各个关口：所有来院患者经预检分诊后
再就诊，落实“一看一测一查一问”措
施；普通门、急诊实行“一人一诊一
室”，严格落实“一米线、间隔坐、随
手消”，规范医生接诊流程，把牢守好

第一道防线。
在门、急诊预检出的发热患者，全

部由专人按指定路线引导至发热门诊就
诊，按照全面筛查与专业筛查相结合的
工作原则，规范和细化发热病人接诊、
筛查、留观、转诊工作流程。发热门诊
应设置合理的“三区两通道”（即清洁
区、污染区、半污染区，医务人员通
道、病人通道），各区设严格的物理隔
断，实现隔离留观病人在病区的闭环管
理。发热门诊还应规范设置各功能区，
确保“一人一诊一室”，避免人员之间
密切接触，同时优化隔离留观室和隔离
病房内部环境，独立设置卫生间，做好
隔离留观病区管理这一重中之重。

在病区管理方面，医疗机构应执行
24小时门禁管理，严格落实住院病人和
陪护人须持3-7天内核酸检测结果入住
病房；各病房楼入口均要监测体温，病
人穿病员服出入病房、外出检查，陪护

人凭陪护证出入病房、陪病人检查，其
余时间不得随便进出病区；医护人员凭
胸卡出入病区并做好体温监测。

全院的消毒隔离工作，应坚持实行
物体表面、设备、器械、空气的日常消毒
和终末消毒工作，并做好消毒效果实时
监测。同时，医疗机构还应做好医疗废
物、污水的规范处置、监督检查工作。

全院、全员院感防控培训，更是重
中之重。侯桂英建议，要落实“一岗、
一科、一策”防控方案，健全“三个
一”内部察纠机制（即成立一个院感防
控专班、建立一本问题整改台账、记录
一本工作日志），持续开展全院、全员
的大培训、大演练、大排查工作，使医
护人员“人人都是感控工作的实践
者”。侯桂英强调，尤其要加强对医务
人员标准预防防护用品正确穿脱流程的
培训，从而降低职业暴露风险，确保医
护人员和全体患者的安全。

我省形成上下贯通覆盖全省的巾帼家政服务新格局

200多万“山东大姐”撬动大民生
□ 本报记者 卢昱

“大姐，咱们这就把协议签了吧！”
10月12日，济南阳光大姐总部服务大厅
里，家住六里山小区的王女士对心仪的金
牌月嫂时召萍说。

“‘大姐’这个品牌听着亲切，用着
放心。”王女士说，她认真考察后选中的
月嫂时召萍为人善良，工作起来雷厉风
行。时召萍曾是一名下岗失业人员，2004
年来到阳光大姐后苦学护理技能，很快脱
颖而出，深得用户信任。

小家政撬动大民生。家政工作看似琐
碎平常，却在助力脱贫、扩大就业、促进
消费、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与千万家庭的幸福息息相关。在山东，像
时召萍这样坚守本心的“大姐”还有200
多万，为300多万家庭提供家政服务，形
成上下贯通、覆盖全省的巾帼家政服务新
格局。省妇联积极培树行业“领跑者”，
让她们在完善服务标准、提高服务质量、
加强信用建设等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呈现出百花竞放的品牌集聚效应。

“山东大姐”品牌的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坚实的人才基础。全省各级妇联聚焦人
才培养，加大家政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据
统计，2017年以来全省各级妇联组织累计
举办家政技能培训班6300多期，培训妇女
27万人，其中贫困妇女2万余人；培训巾帼
家政服务机构负责人、职业经理人等家政

人才4100余人。目前，家政服务员岗前培训
率达到100%、回炉率达到98%。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数据预测，到2025
年，家政服务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1 . 4万
亿元，而目前家政就业人员远不能满足需
求。9月上旬，我省妇联系统首家集培
训、孵化、就业、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家
政服务平台——— 潍坊巾帼家政广场正式启
用。1个多月来，潍坊市妇联依托家政广
场，策划红色家政进社区公益行等十大主
题活动，现已建成55个红色家政社区服务
站，成立了32支红色家政志愿服务队。

潍坊巾帼家政广场作为一种创新形
式，促进着家政服务业健康有序发展。潍
坊市妇联主席高志秀说，人才、服务、产

品“当面挑”，技能展示“当面看”，多
项优惠“当面选”，一站式满足广大家庭
家政需求，服务解决妇女就业。

省妇联还积极推动家政企业布局社区
网点，指导“大姐”机构深入社区提供多样
化、专业化的社区家庭服务项目，延伸家政
服务业产业链，满足社会对家政服务的新
需求。德州爱到家社区服务中心深入社区
开设婴幼儿托管、居家养老、残疾人生活照
护、志愿服务等；济南慧心慧做增设了慧心
物业、红娘、时间银行、陪诊、庆典服务等10
多种贴心服务项目。山东省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孙丰华表示，下一步将着力促进巾帼
家政提质扩容，更好地促进妇女就业，更好
地满足广大家庭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 本 报 记 者 于新悦
本报通讯员 赵 梅 关天星

10月16日，日喀则先心病患儿全心救助项目
启动仪式在济南市中心医院举行。就在前一天晚
上，32名经过专家团队筛查的日喀则先心病患儿
跨越3800公里抵达济南，并连夜完成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入住济南市中心医院。先心病患儿将在此
接受免费的手术治疗，重获“心”生。

“这是山东医疗援藏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
多的一次先心病患儿救治项目。”山东省第九批
援藏干部吴长远介绍。10月11日，济南市中心医
院专家团到达西藏，于13日开始对日喀则当地先
心病患儿进行筛查，最后确定32名患儿需要来济
手术。

在心外科病房内，记者见到了一名来自日喀
则市桑珠孜区江当乡的先心病患儿，现在1岁4个
月的孩子，看上去却只有10个月大。患儿母亲白
玛央拉说，孩子患有心脏房间隔缺损（多发
型），已经严重影响了孩子的生长发育。

房间隔缺损是一种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在
桑珠孜区，这是个无法进行的“大手术”。但在
济南，可以采取小切口手术进行治疗，痛苦少、
恢复快。“该技术可以做到让瘢痕几乎看不到，
减少对孩子的影响。”济南市中心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苏国海说。

据了解，32名先心病患儿中年龄最小的只有
1岁。目前，医院正对他们进行心电图、心脏彩
超等检查，制订手术方案，预计从10月19日开始
介入和手术。除了有二十七八名患儿可以直接通
过微创小切口进行手术外，还有四五名患儿情况
较复杂，需要在病房里通过药物调整，之后才能
进行手术，大概在1个月内可以完成。

“对日喀则先心病患儿进行筛查治疗，是一
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先心病早期的及时治疗很
关键，不仅能挽救生命，也能让他们长大之后像
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济南市中心医院心外科
主任张锋泉表示，在筛查中，发现不少患儿已经
错过了治疗时机，没法再进行手术，非常遗憾。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病房内，13岁的日喀
则女孩次仁卓嘎一直在对医护人员说谢谢。尽管
身体不适，次仁卓嘎看上去依然兴奋。她告诉记
者，现在很期待自己的手术，想快点好起来。

“日喀则市先心病患儿全心救助项目，让日
喀则人民感受到了山东省人民的深情厚谊，先心
病患儿及其家属将永远感恩于心、铭记于心。这
将推动日喀则全市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发展，谱写对口支援工作的崭新
篇章。”日喀则市副市长甘立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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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卿 通讯员 王聪 张子良 报道
本报烟台10月17日讯 今天，“夏普8K 120英寸电视全球首发仪

式”在烟台开发区富士康工业园举行。这是烟台开发区与夏普战略合
作的又一项重大成果，同时也将进一步带动烟台开发区8K超高清视
频产业全产业链布局发展。

此次生产的全球首台8K 120英寸超高清电视是全球尺寸最大的
8K液晶电视，可实现超高清分辨率（7680×4320像素）及最高120Hz
超高刷新率，是夏普在超高清领域的又一“世界首创”。

“超高清视频是继数字化、高清化之后的新一轮重大技术革新。
超前谋划布局8K超高清视频产业，是开发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抢
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的现实需要和战略举措。”烟台开发区工委书记、
管委主任牟树青说，开发区将进一步创造环境、优化服务，全力为夏
普在开发区发展提供支持，努力把8K超高清视频产业打造成先进结
构材料、生物医药之外烟台又一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

烟台开发区抓住自贸区、中日产业园、中韩产业园落地等机遇，
发挥区位优势，拉动高新产业落地投资。全区目前已累计落户日资项
目150多个、总投资达到10亿美元。

全球尺寸最大

8K超高清电视烟台首发

全球首套矿用

高可靠5G专网系统亮相
□记者 张思凯 通讯员 李振鲁 李志勇 报道
本报北京电 近日，由山东能源集团研发的全球首套矿用高可靠

5G矿用专网系统——— “KT659（5G）矿用无线通信”专网系统正式
亮相。

该系统于今年8月28日取得国家矿用5G系统安全标志许可证，主
要包括矿用5G核心网、5G基站、5G基站控制器、5G高可靠控制器、
5G边缘计算控制器、5G客户终端设备（CPE）、5G智能手机等，具
有专网独立运行、分层环型组网、多元参数平衡、控制面与用户面下
沉等四大特点，并创新性采用了矿用边缘计算控制技术来进一步降低
时延，经井下采煤工作面实测，现场数据传输最低达到6毫秒，可广
泛适用于极端严苛的煤矿生产控制场景，有助于保障煤矿生产安全。

“山东能源的这套系统，实现新基建与煤炭生产大带宽、广联
结、低时延的深度融合，其可视化、透明化的高可靠性，有利于煤矿
生产向本质安全性迈进。”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评价说。

目前，这套系统已率先在山东能源兖州煤业鲍店煤矿、东滩煤矿
实现高效稳定运行。“5G的快网速、低延时，将使煤矿井下无人开
采和无人驾驶成为现实。”山东能源兖矿信息化中心总工程师刘坤介
绍。据悉，依托这一系统，部分矿井实现了国内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智
能化综放工作面常态化运行，自动跟机率和记忆截割率达到90%以
上，工效达到156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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