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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省长吴政隆
主持召开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
度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李克
强总理、孙春兰副总理等中央领导重
要批示精神，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江苏工作组要求和省委、省
政府工作部署，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
深刻认清形势、树牢底线思维、强化
责任担当、坚定必胜信心，严起来紧
起来实起来，采取更加坚决更加严格
更加有效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市委书记陈金虎在常州分会场
参加会议。

在认真听取省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和各设区市疫情防控
最新进展情况汇报后，吴政隆指出，
此次南京禄口机场发生疫情，教训十
分深刻，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深刻警
醒。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胸怀“两
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清
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
复杂性，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把形
势考虑得更严峻，把工作做得更细
致，把责任落实得更到位，决不麻痹
大意，决不松动手软，尽快遏制疫情
蔓延扩散，坚决切断疫情传播链条，
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吴政隆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
坚决扛起“外防输出”的政治责任，坚
决守牢省界、市界防线，看好自己的
门，管好自己的人，严防疫情向省外
输出。

要严格落实“内防扩散”各项措
施，“四早”措施要细化实化，各类

“哨点”作用要充分发挥，一旦发现

疫情要划大“包围圈”；核酸检测要
提高质量，采样检测要匹配，对重点
人员必须加密频次、“双采双检”；流
调溯源要加快加快再加快，多部门
形成合力，与病毒赛跑，必须把所有
潜在感染者第一时间找出来；医疗
救治要全力以赴，聚集性活动要从
严从紧管控，“两站一场一码头”、学
校、医院、养老机构、餐饮场所、农贸
市场、监所、棋牌室以及各类密闭场
所、密闭空间管控要大幅加强，集中
隔离、居家隔离以及防院感的措施
必须严格落地落实落到位；加大对
广大群众教育引导力度，积极劝导
群众加强个人防护，养成“戴口罩、
勤洗手、一米线、常通风、不扎堆、不
聚集”等良好习惯。

要坚持全国全省“一盘棋”，省里
全力支持南京，举全省之力坚决打赢
南京疫情防控阻击战，各地要加大信
息推送力度，强化联防联控。

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人物同
防”，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
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
对机场、港口等各类口岸要深挖细
查，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相信群众、依
靠群众，加强“网格化”管理，把群众
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齐心协力织密
扎牢疫情防控网。

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细落实
防控措施，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属地、部门、单位和个人“四方”责任
必须落实到“神经末梢”，“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必须执行到位，以铁的
纪律、严的作风尽快扑灭疫情，最大
限度将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在常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黄伟 舒泉清）

江苏省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

一位腰椎间盘突出患者说，2 年前做
了手术，真没想到，术后不久腰又痛了。
如今，腰痛越来越重，大腿有根筋牵拉着，
走路一瘸一拐的。近日，她慕名找到 3 位
上海专家创办的常州易可中医门诊，原来
这里采用不手术特色治筋防复发疗法，分
层治筋受到病友热捧。

该门诊筋伤中心王嘉鹏主任的老师、
上海专家、上海“石氏伤科”传人余安胜教
授，在上海日专家门诊量达 100 多人，患
者戏称挂到他的号像中了大奖，不过在易

可中医门诊限号 30 人。他说，颈肩腰腿
痛大多是“筋”（肌肉、韧带、筋膜等）的问
题，9 成不必手术，高频电火花是治筋利
器，分层治筋，更深更透更准。他表示，高
频电火花解决了将药物直达病灶组织、营
养神经根、消除无菌性炎症、松解粘连的
肌肉和软组织等问题。

8 月 1 日周日，余安胜教授来常，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膝关节炎、
颈肩腰腿痛患者致电 85522735 提前预
约,限号30人。 木子奇

这里专注治筋，分层治筋，更深更透更准

9成腰椎间盘突出不必手术
8月1日，上海名医、上海石氏伤科传人来常，限号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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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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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证抵押贷款10万元年利率3500元左右。
◆贷款房屋加贷、转贷、还贷垫资。
◆个体工商户、企业无抵押贷款。
◆公积金、保单、汽车、打卡工资无抵押贷款。
◆公务员、事业单位，金融行业，
国企员工无抵押贷款10万元年利率2700元。

联系人：胡先生 地址：嘉宏世纪1912室
电话：18961261197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疫情防控应急指
挥部召开调度会，迅速贯彻落实全省疫情防
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精神。市委书记陈金
虎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要按
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江苏工作组
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这个首要任务、头等大事，采取更加
坚决更加严格更加有效的措施，严防死守，
筑牢防线，守住“外防输入”的关口，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听取了指挥部各工作组近阶段疫情
防控工作汇报后，陈金虎指出，全市上下要
对当前疫情严峻形势有充分的认识，高度重
视，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在认真分析研判基
础上，科学有效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当
前，市区两级要本着对城市负责、对人民群
众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全面动起来、紧起来、
严起来、细起来、实起来，推动指挥体系全面
启动，健全市区一体、统一高效的疫情防控
指挥体系，统一发布信息、统一指挥行动、统
一安排力量，坚决落实政府、部门、单位、个
人四方责任。

要特别加强“两站一场”防控管理，重
点落实国际机场、港口码头以及海关、边检
等口岸一线高风险岗位工作人员专班管理，
坚持人物同防，加强进口货物冷链物流环节
防控，规范对第三方服务公司人员的管理，
形成管理闭环。基层医疗机构、药房是防疫

的重要防线，要切实发挥早发现的“哨点”作
用；同时，医护人员要加强自身防护。全面
加强交通防控排查，在各查验点，做好逢车
必查、逢人必验，全面构建公路方面查验防
控网。

要发挥“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优
势，全面加强重点地区来常返常人员的梳理
排查、健康管理，确保落地见人、可知可控。
进一步加强社区防控，餐饮场所、农贸市场、
学校及培训机构、养老院、福利院、垃圾收集
点等重点区域、重点单位、重点场所以及重
点人群的防控措施必须更严谨更细致更过
硬，确保落地落实、落细落小落到人。

加强集中隔离能力、采样检测能力、医
疗救治能力建设，随时做好各项应急储备，
流调队伍、核酸检测、隔离场所、救治资源以
及各类日常消杀物品都要时刻储备到位。
特别要配强核酸检测能力，做好全员核酸检
测预案。

要继续做好疫苗接种，积极开展疫苗
接种扩面工作，尽快筑起免疫屏障。宣传部
门要加强社会面宣传，加强氛围宣传，引导
全市所有企事业单位、个人都要加强防控意
识，形成抗击疫情合力。要加大督促、巡查
和执法力度，对发现的问题要列出清单，第
一时间进行反馈，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
议。 （舒泉清）

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召开调度会

严防死守筑牢防线 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近期，国内多地出现与湖南省
张家界市有关的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为快速阻断疫情传播链条，保
障广大市民健康安全，现就进一步
强化疫情防控工作提示如下：

1. 凡 2021 年 7 月 15 日（含）以来
有湖南张家界旅居史的来（返）常人
员要立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报
备，并配合落实 14 天（自离开张家界
之日起）的居家健康监测，期间做好
体温、症状等监测，减少流动，外出
时做好个人防护，不参加聚集性活
动，应在 14 天居家健康监测的第 1、
3、5、7、10、14 天 开 展 核 酸 采 样 检
测。如离开张家界之日起算居家健
康监测时间不足 7 天的人员，原则上
至少做 3 次核酸检测，两次检测时间
间隔至少 24 小时。

2. 凡 2021 年 7 月 22 日在张家界
魅力湘西剧场观看第一场（18∶00-
19∶00）“魅力湘西”演出的人员，立
即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或疾控机
构报告，并配合落实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和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

3. 请近期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关
注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变化情况，如
非必须，建议不要前往国内中高风
险地区及有报告确诊病例所在城

市。拟从上述地区来（返）常人员 ，
应提前 24 小时主动向目的地社区

（村）、单位报备相关情况，了解防控
要求。

请广大市民继续保持良好的个
人防护意识，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尤
其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人员密
集场所），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
日常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如出现发热、咳嗽、腹
泻、乏力等症状，要佩戴一次性医用
口罩及以上级别口罩，及时到就近
的发热门诊进行排查和诊疗，就医
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接种新冠疫苗是预防控制新冠肺炎
传播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符合新
冠疫苗接种条件的民众都要积极接
种疫苗，共筑全民免疫屏障。

常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预防控制组

2021 年 7 月 29 日

关于对湖南省张家界市等地
来（返）常人员健康管理的提醒

随着“烟花”的渐行渐远，昨天我市的
天空状况明显好转。一大早，久违的蓝天
白云重现，“高颜值”天空回归。

那么，“烟花”走了以后，未来是不是
又要出现晴热高温天气呢？答案是否定
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副热带高压并没
有重新增强，另一方面，7月31日以后，我

市主要受海上潮湿的东南气流影响，将多
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方面比较稳定，最
高气温基本维持在33℃以下。

“三伏天”里难得的清爽好天气，不妨
捕捉一下你眼中的夏日天空“小美好”，一
起晒晒朋友圈吧。

尹梦真 文 朱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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