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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下午，我市接到外省市
确诊病例密接人员协查通报，立即进
行流调排查，并通过发热门诊监测，发
现3名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为快速阻断疫情传播链条，有效阻止
疫情在我市扩散，保障广大市民健康
安全，现就强化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通
告如下：

一、严格落实涉疫重点区域管控
要求。精准实施分级分类管控措施，
倡导非必要不离常，确需离常的，需持
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48
小时内阴性证明要求自11月3日8时
起实施）。其他地区要加强社区防控，
强化网格化管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强化主体责任。

二、严格落实交通出行疫情防控措
施。公路、铁路、民航、港口码头等交通
站场要加强客流引导，避免人员集聚，
认真查验旅客信息，落实戴口罩、体温

检测、验码等要求。各类公共交通、出租
车、网约车要落实戴口罩、体温检测、验
码、严禁红黄码人员搭乘、通风消毒等防
控要求，并做好工作人员个人防护。出租
车（网约车）不得出常载客营运。

三、严格落实隔离管控措施。中高
风险地区、封控区内的人员足不出户，管
控区内的人员不出小区，人员不得聚
集。要严格遵守各项管控要求，积极配
合健康监测、核酸检测等工作，不得擅自
外出，如违反相关规定引发疫情传播风
险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积极主动配合核酸检测。根据疫
情防控形势发展，我市将适时调整核酸检
测范围，请广大市民按照疫情防控工作的
要求，积极主动配合，确保应检尽检，不漏
一人，遵守检测点的现场秩序，落实戴口
罩、保持一米以上距离等防控措施。

五、严格信息报告。近14天有中高
风险地区及与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有轨迹交叉的人员，应第一时间向所属
社区（村）报告，提供活动轨迹和个人健
康信息，并配合做好核酸检测、健康监测
等工作，所提供的信息要真实可信，瞒
报、谎报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六、严格控制各类聚集性活动。演
唱会、音乐会、体育赛事、庙会等公众聚
集性活动暂停举办或取消。暂停举办线
下会议、庆典、展会、讲座、培训、招聘等
人群聚集性活动，提倡采取视频等线上
形式举行。积极倡导喜事缓办、丧事简
办，并向社区（村）报备。

七、严格落实公共场所防控措施。商
场超市、农贸市场、酒店宾馆、餐饮场所、
交通场站等公共场所要严格落实佩戴口
罩、测体温、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等防控
措施。学校、养老院、精神病院、福利院、
护理院等重点场所实行封闭管理。暂停
景点景区、电影院、博物馆、图书馆、麻将
馆、棋牌室、美容院、足浴店、浴室、保健按

摩店、歌舞厅、健身房、室内游泳馆、酒吧、
网吧、游戏游艺娱乐厅、室内密闭宗教场
所等公共场所运营；暂停校外教育培训机
构（含托管班、兴趣班）线下服务。

八、严格落实单位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要落
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体温检测、查验健
康码（行程卡）和外来人员实名登记等防
控措施，督促进出人员佩戴口罩，做好环
境消杀工作。特别是保洁、保安及餐饮、
快递、物流等行业部门要严格按照要求
落实各项防疫措施。

九、严格社区（村）管理。全面启动
社区（村）疫情防控工作，压实属地、部
门、单位、家庭、个人“五方责任”，落实街
道（乡镇）干部、网格员、基层医务工作
者、民警、志愿者“五包一”社区防控责任
制。严格非封控区和非管控区的其他小
区（村）出入管理，落实进出人员和车辆
登记、体温检测、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等

措施。在小区出入口、人员进出通道开
展常态疫情防控宣传，严格规范涉疫废
弃物（垃圾）处置工作。

十、严格医疗机构管理。严格医疗
机构预检分诊和发热患者接诊收治管
理，未设置发热门诊或发热诊室的医疗
机构（含门诊部、诊所、村卫生室等）一律
不得接诊、收治具有发热、干咳、乏力、嗅
（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
肌痛和腹泻等疑似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
患者。除急诊、发热门诊外，二级以上医
院全面推行预约挂号，严格限制探视、陪
护。全市零售药店暂停向市民销售（含
网络销售）退热、止咳、抗病毒和抗生素
等“四类药品”。

十一、严格落实个人防护措施。市
民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清洁、用公筷
等良好生活习惯，咳嗽、打喷嚏时注意遮
挡，室内常通风，不组织、不参加非必要
的聚集性活动，自觉做到少出门、不串

门、不扎堆、不聚集，保持一米以上社交
距离。每位市民每天进行自我健康监
测，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
觉减退、腹泻等不适症状时，立即前往就
近的具有发热门诊（诊室）的医疗机构就
诊，如实告知14天活动轨迹及接触史，
就诊过程中要做好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
措施，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符合条
件且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市民，应积
极主动尽早接种。

以上防控措施，从本通告发布之日
起实施。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将依据疫情
风险评估结果动态调整。广大市民要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弘扬
正能量。如有违反上述规定的，依法依
规从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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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11月2日下午，我市接到外省
市确诊病例密接人员协查通报，立
即进行流调排查，并通过发热门诊
监测，发现3名人员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阳性。为快速阻断疫情传播链
条，保障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现就强化当前学校（含幼儿
园、托幼机构，下同）疫情防控工作
通告如下：

1.暂停一切线下教学。11月3
日—5日，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停课，组
织线上教学活动；职业学校和技工学
校等暂停所有在常实习实训。11月
6日—7日，学校不得安排学生返
校。11月3日起，全市所有校外培训
机构暂停一切线下培训活动。复课
时间另行通知。

2.加强校园封闭管理。停课期
间，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无关人员
一律不得进入校园，相关管理人员

“只进不出”，生活保障车辆与人员
做到无接触。有寄宿生的学校做好
寄宿生在校封闭期间的管理工作。

3.严格师生员工管理。在常师
生员工非必要不离常，确需离常的，
需由本单位主要领导批准。驻常高
校学生非必要不外出，离开校园须

严格请假手续。违反相关规定引发疫
情传播风险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严格控制聚集活动。疫情期
间，全市教育系统所有线下聚集性活
动一律暂停。

5.主动配合核酸检测。师生员工
按属地要求和街道社区统一安排进行
核酸检测，确保应检尽检、不漏一人，
遵守检测点的现场秩序，落实戴口罩、
保持一米以上距离等防控措施。

6.严格落实防护措施。师生员工
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清洁等良好生
活习惯，咳嗽、打喷嚏时注意遮挡，室
内常通风。不组织、不参加非必要的
聚集性活动，自觉做到少出门、不串
门、不扎堆、不聚集，保持一米以上社
交距离。每天进行自我健康监测，出
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
退、腹泻等不适症状时，立即前往就近
的具有发热门诊（诊室）的医疗机构就
诊，如实告知14天活动轨迹及接触
史，就诊过程中要做好佩戴口罩等个
人防护措施，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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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学校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通告 11月2日，我市接到外省市确诊

病例密接人员协查通报及发热门诊监
测，发现3名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已全部收治入定点医院隔离医
学观察和治疗，情况如下：

确诊病例1：常住天宁区，为常州市
城市照明管理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10月26日至31日，与重庆九龙坡
区报告确诊病例李某有密切接触，11月
2日，到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热门诊
就诊，核酸检测初筛阳性，由专车转运
至市第三人民医院，经专家会诊，综合
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复核检
测结果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11月3

日，被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确诊病例2：常住武进区，为武进区万

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10
月28日至31日，与重庆巴南区报告确诊
病例黄某有密切接触。11月2日，因密接
排查时出现发热，由专车转运至市第三人
民医院，核酸检测初筛阳性，经专家会诊，
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复核
检测结果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11月3
日，被诊断为确诊病例（轻型）。

确诊病例3：常住天宁区，为武进区
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10月28日至31日，与重庆巴南区报告
确诊病例黄某有密切接触。11月2日，

因密接排查时出现发热，由专车从集中
隔离点转运至市第三人民医院，核酸检
测初筛阳性，经专家会诊，综合流行病学
史、临床表现、实验室复核检测结果和影
像学检查等结果，11月3日，被诊断为
确诊病例（轻型）。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这3例确诊病
例10月31日—11月2日涉及区域和场
所的情况如下：

武进区：武进湖塘御城小区、龙德花
园南门（艾沐美业护肤造型）、武进区高
新区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湖塘
广本浩邦4S店；

新北区：常州奔牛国际机场、奔牛戴

家湾、常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工程有限公
司（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衡山路 6
号）；

天宁区：兰陵街道九洲新世界君玺
小区、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人新村
（工舍路与兰陵北路交叉路口往西北约
50米）。

对查明的密切接触者已全部隔离医
学观察，对有确诊病例的场所等已告知当
地，并严格落实了相关消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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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常州3名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人员情况续报

11月3日，我市报告3例新冠
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
染者，根据国家和省关于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精准防控工作要求，结合
当前疫情防控实际情况，经专家研
判，自2021年11月3日起，划定风
险地区和社区管控范围如下：

一、中风险地区
（一）天宁区兰陵街道九洲新世

界君玺。
（二）天宁区兰陵街道工人新村

南。
（三）武进区湖塘御城。
二、封控区范围
（一）中风险地区：天宁区兰陵街

道九洲新世界君玺、天宁区兰陵街道
工人新村南、武进区湖塘御城。

（二）阳性检测人员活动场所：
博济汽车文化产业园、草莓饭店（清
潭路262号）、新奥家园（钟楼区体
育西路）、武进区高新区万帮数字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奔牛老家（戴家湾
5号）、理发店（龙德花园南门口艾

沐美业护肤造型）、湖塘广本浩邦4S
店、武进区万帮数字能源（龙惠路39号
星星充电）、常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以上区域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
户、服务上门”。

三、管控区范围
天宁区兰陵街道和武进区湖塘永

定社区列入管控区范围，实行人不出
所在小区。

四、防范区范围
常州市主城区（武进区、新北区、

天宁区、钟楼区、经开区）列入防范区
范围，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
制人员聚集”。

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
关规定，做到少出门、不串门、不扎堆、
不聚集，认真做好个人防护，坚持勤洗
手、常通风、戴口罩、一米线等良好的
卫生习惯，每天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常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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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本报讯（记者 周洁）记者3日
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根据
《常州市关于加强文化广电和旅游
领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要求，全市文旅场所暂时关闭，
营业性演出活动以及旅游企业经营
活动全部暂停，文旅消费券暂停发
放，景区景点及旅行社线上受理订
购退改业务。

全市文旅系统积极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全市营业性演出活动暂停；
全市各级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
（站）、美术馆等场馆暂时闭馆；全市

各类景区景点、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
点暂停运营；暂停娱乐场所、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活动；暂停经
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游产
品服务。对未出行的旅游团队，指导
旅游企业妥善处理好游客行程调整
和退团退费等；全市旅游星级饭店积
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新冠肺炎预防和
监测工作。

记者从中华恐龙园获悉，持有闭
园当日门票的游客，可在未来6个月
内（2022年5月4日前，含当日）到访
时，在乐园入口闸机处出示在购买闭

园当日门票时所使用的身份证原件，
刷证入园。因故在未来6个月内无法
到访的游客，可无条件在原购买渠道
申请全额退款。持年卡的游客，系统
将根据闭园时间天数自动延期。

茅山森林世界景区及其酒店对已
预订未使用的产品进行无条件取消。
闭园日期，市民游客可通过原购买原
渠道申请退票。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决定自即日
起暂停“惠游今秋·畅享常州”常州文
旅消费券发放活动，对已成功购买还
未使用的常享游平台文旅产品，市民
游 客 可 致 电 平 台 客 服 0519—
81180646、81181087（8:30—17:30）
进行退改登记。

全市文旅场所暂时关闭

本报讯（发改轩 孙明 孙东青）
蔬菜稳价惠民保供，政府与企业联动使
劲。11月3日，市发改委再次出台指导
意见，全市82家农副产品平价商店在
本月1日实行蔬菜优惠的基础上，再扩
大平价蔬菜品种，并加大优惠幅度。凌
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日到货量
6000吨，市民“菜篮子”保障无忧。

11月2日，记者在凌家塘批发市
场蔬菜区看到，一车车满载蔬菜的卡
车正井然有序地驶入固定摊位，各家
商铺门前堆满了各类外调蔬菜，大白
菜、土豆、洋葱、西红柿、大蒜等菜品颇
为丰富，不断有小贩转悠在铺位前拿
菜。“每家都有固定的货源渠道，只要
按规定做好防疫措施，目前车辆进出

市场没有障碍，市场供应完全不用担
心。”采访中，经营户和商贩普遍反映。

凌家塘批发市场监测数据显示，11
月2日，市场日总交易量1.2万吨左右，
其中蔬菜5500吨、果品1600吨、水产
1000吨、粮油荤副食品3500吨。

市场管理人员称，目前到达市场的
蔬菜主要来自山东、苏北等地，日到货量
超过6000吨。这两天，本地大棚蔬菜长
势良好，地产叶菜供应量增加。目前，市
场自有仓储区存货有2万吨，加上市场
周边经营户租用仓库储存量超过5万
吨，市场冷库现有存货量1万吨以上，冻
猪肉储备800吨，交易整体平稳，足以保
障全市“菜篮子”供应。

前段时间，受蔬菜产地收购成本上

扬、暴雨天气等因素影响，菜价出现了一
波上涨行情。10月份，凌家塘市场监测
的32个常规蔬菜均价比9月份环比涨
10%以上，其中，黄瓜，丝瓜及萝卜的涨
幅均超过50%。

为充分发挥农副产品平价商店“稳
价惠民、应急调控”的作用，市发改委在
对蔬菜保供稳价情况进行研判和部署
后，决定在全市82家正常运行的农副产
品平价商店中展开再优惠活动。

指定蔬菜平价品种。各平价商店每
天公示的15个平价蔬菜销售品种中，必
须有5个餐桌常规菜品，即黄瓜、菠菜、
西兰花、丝瓜、白萝卜。

扩大优惠幅度。平价商店菜品在比
周边菜场低15%的基础上，5个指定常

规蔬菜品种的销售价格优惠须低至
30%及以上。

据了解，连日来，市发改委工作人员
深入各大平价商店，落实平价菜品优惠
工作，确保每天平价销售的菜品不断档、
不脱销，政策落到实处。同时，鼓励各平
价商店在规定优惠举措外，结合自身情
况开展更多形式、更多优惠的让利活动。

另据了解，每天凌晨3点，是凌家塘
市场大量农副产品货车进场及交易的高
峰时段。11月3日凌晨3点，凌家塘市场
已全面布置落实好各项市场防疫工作。
进入市场的所有人员做好自我防护，戴
好口罩并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市场主
要出入口和重要区域做好消毒消杀工
作；区卫生部门在市场物流中心设立核
酸检测点，及时为出入凌家塘市场的外
地人员做好核酸检测工作。同时，凌家
塘市场积极和市交通、公安等部门做好
凌家塘市场与高速路口的协调工作，做
到凌家塘市场的货物进得来、车辆出得
去，实现需求与供应的有效对接，全面做
好常州及周边城市的市场保供工作。

凌家塘批发市场蔬菜日到货量6000吨，82家农副产品平价商店蔬菜品种再优惠

我市政企联动 稳价惠民保供

3日，光华路市场的各个摊位前，“马大嫂们”正认真挑选着新鲜的菜品。
为保证市场供应，凌家塘市场从省外大量调运蔬菜，运往市区各综合市场，确保市民的“菜篮子”供应。

胡平图文报道

本报讯（常体 吕亦菲）记者3日从
常州市体育局获悉，市体育局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机制，全面梳理排查在常举办的各
级各类体育赛事，按照《常州市关于加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相关要求，全
面暂停或取消在常举办的体育赛事。

2021年江苏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
原定11月4—7日在我市奥体中心体育
场举行，参赛人员已于11月2日来常报
到。疫情突发后，组委会及时与省体育
局沟通和报备，暂停了该项赛事。在卫
健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600余名运动队
人员、技术官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核酸采
样；与市公安、交通等部门对接，合理制
定各运动队返程计划。

目前，原定在常举办的中国马拉松
精英排名赛、全国摩托艇锦标赛和全国
业余体校手球锦标赛等3项次全国比
赛，江苏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江苏省青
少年乒乓球锦标赛、江苏省青少年网球
锦标赛和大运河竞走与行走系列赛（常
州站）等 4项次省级比赛已延期或取
消。2021年常州市中小学生田径锦标
赛等8项次市级青少年比赛和常州市运
动龙城大联赛气排球比赛等16项次的
市级群众比赛也已全部延期。

在常举办的体育赛事
全面暂停或取消

本报讯（庄奕）记者3日从市气象
台获悉，受强冷空气影响，11月7日，我
市气温将明显下降，24小时内最低气温
将下降10℃左右，8日最低气温仅6℃
至7℃，市民要注意防寒保暖。

今天起至7日，我市还多阴雨天气，
期间最高温度约20℃左右。受锋前增
温效应影响，5—6日的最低气温可达
15℃—17℃。7日，冷空气光临本市后，
还将带来陆上7级、江湖水面8级的大
风，市民朋友请注意防范。

强冷空气即将来临

本报讯（殷丽萍 刘庆林 谢韵）
“老董，现在疫情又来了，天气又冷，
你还是别躺在地上了，跟我们到救
助站去吧。”3日下午，南大街旁的
天桥上，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华
亦新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戴着口罩，
一边为她的“老朋友”董思栓测量体
温，一边给他发放口罩，并耐心地劝
导。繁华街头，这身“奇怪的穿着”
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还有群众
主动帮着劝导。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市救助管理站的服务对象来自全国
各地，流动性大，易受感染。为切实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救助工作者坚
持“人人同防、人物同防、内外同
防”，在救助接待、站内照料、街面巡
查等工作环节，认真做好防护措施，
常常要在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下连续
坚守几个小时。

3日上午，来自连云港的季某
和扬州的毕某先后来到市救助管理
站求助。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戴

好口罩、护目镜后，参与接待、登记、安
检等工作。季某患有癫痫，工作人员
先将毕某安排在站内单人间住下，做
好隔离，然后驾驶救助车辆将季某送
至定点医院救治，最后又回到单位带
毕某去医院做核酸检测。

从入站前的排查到入站后的消
毒，从查验“两码”（行程码、健康码）到
检测核酸，从站内照料再到站外送医，
整套流程走下来起码要3个小时，“防
护服密不透气，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
实实，有时候闷得气都喘不上来。”市
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周罗晨说，虽然
天气已凉，但脱下穿了3个多小时的
防护服，后背都有些潮湿，脸上也留下
了口罩的勒痕，被救助工作者称之为

“美丽印迹”。

繁华街头，救助工作者在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