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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4 月 26 日 24 时，全市新
增新型冠状病毒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4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情况：
无症状感染者9
男，12岁，现住常州经开区观

墩花苑 19 幢。与无症状感染者 1
系同班同学。

无症状感染者10
女，14岁，现住常州经开区戚

区工房北区122幢丙单元。
无症状感染者11
男，13岁，现住常州经开区东

方福郡5幢乙单元。
无症状感染者10-11与无症

状感染者1就读同一所中学。
无症状感染者12
男，16岁，现住常州经开区港

龙新港城 13 幢乙单元。与无症
状感染者5系兄弟关系。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均已
转至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医学
观察。

根据初步流调，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近日主要活动轨迹，经与
此前通报的活动点位比对、去重，
新增点位为：

常州经开区月季园超市（站
北新村 42-16 号）、站北新村 39
幢、爱琴海购物公园奥特莱斯潞
城店一楼汉堡王及三楼厕所、新
怡华生活购物广场（潞城旗舰店、
东方东路189号）、蜜雪冰城（公园
壹号花园 145 号）、潞城街道王家
廗 91 号、福康宁花园篮球场、丁
塘河湿地公园、芙蓉兴盛便利超
市（港威花园 39-1 号）、万仁大药

房（港威花园 39-17 号）、五益综
合市场煎饼果子摊位、睿思书店

（观墩花苑 86 号)、常购超市（观墩
花园 21 幢 66 号）、新时代购物（段
前路店、五益综合市场负一楼）、
华兴打印店（戚厂工房北区 35 幢
4-1）。

以上无症状感染者曾活动过
的场所已进行终末消毒。相关流
调追踪、隔离管控、核酸检测、医
疗救治、环境消毒等工作已全面
开展。

当前，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希望全体市
民进一步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坚
持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少聚
集、用公筷、分餐制等良好个人卫
生习惯。非必要不离常，非必要
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有本土病例
疫情地区。关注官方发布疫情权
威信息、国内疫情动态和中高风
险地区变化，不信谣、不传谣，始
终保持警惕、严密防范，积极配合
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一旦出
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应在做好个
人防护前提下，及时按规范程序
就诊。来常返常人员应及时主动
向所在单位、社区（村）或入住酒
店报告，积极配合落实信息登记、
核酸检测及隔离观察等防控措
施，故意隐瞒或未及时报告，导致
疫情传播扩散的，将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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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毅 童华岗 吕卓慧 史康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这几天，中吴大道
月季嫣然绵延十公里，开车行
驶在花道上，心情也十分舒畅。

月季是常州市花。2010
年，中吴大道上就开始种植藤
本月季，至今已超过 10 年，长
势渐趋衰弱，全年开花量和总
花期缩短。钟楼区城管局以
绿化精品道路标准进行优化，
去年 8 月，市绿化管理指导站
与钟楼区园林绿化管理中心
就中吴大道月季养护专项技
术示范项目，共同组建技术示
范小组，进行老藤复壮的集中

养护。如今，大道上花繁叶
茂，整条路成为中心城区最美
的一条花路。

4 月 下 旬 ，一 场 春 雨 过

后，光谱、安吉拉、大游行等十
多种月季花在中吴大道隔离
绿地迎风绽放，红色、紫色、橙
色，好不艳丽。

中吴大道“月季隔栏”花正艳

■戚娴馨 戴妍 秋冰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
我市在紫荆公园内打造的“月
季迷宫”正式对外开放，月季
花竞相开放，吸引了不少市民
游客前来观赏。

据了解，“月季迷宫”位于
紫荆公园西北区，是去年花展
新增的人花互动景点，经过 1
年的精细化管养，今年景观效
果更加美轮美奂。“月季迷宫”
景点占地 422 平方米，使用了
116 个月季网片、5 个月季拱
门，设置了 2 个出入口。据该
项 目 负 责 人 介 绍 ，“ 月 季 迷

宫”采用了多个品种的藤本
月季，主要有玫红色的大游
行、橘黄色的坤藤、粉红色的
新伊丽莎白、黄红复色的藤
彩 虹 、粉 色 的 安 吉 拉 等 品

种。“月季迷宫”具有观赏性、
趣味性、娱乐性、互动性，游
客 穿 行 其 间 ，闻 花 香、听 花
语、拍花景、晒花照，尽享沉浸
式的赏花体验。

紫荆公园“月季迷宫”已开放

■姜小莉 韩晖 舒泉清

本报讯 4 月 27 日，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召开视频调度会，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
情防控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
步调一致，协同作战，以快制
快，以合制胜，毫不松劲快速精
准高效处置本轮疫情，全力抓
好“双统筹”，夺取“双胜利”。
市长盛蕾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坚决果断迅
速扑灭疫情。隔离管控要再提
速，对密接人员要确保应隔尽
隔快隔，严格封控区、管控区管
理。各板块要综合调度，充分
挖掘潜力，积极扩充隔离房间

资源。流调溯源要再深入，对
病毒源头要细调深挖，不放过
任何蛛丝马迹，对物传人现象
要保持高度警惕，反复梳理传
播链条，既不遗漏风险又不浪
费资源。风险隐患要再防范，
对集中隔离点和定点医院加强
内部管理，特别是要规范医废
处置，防止交叉感染。

要 毫 不 放 松 提 高 疫 情 早
发现能力。强化应检尽检工
作，坚持“人物环境”同防，不
折不扣抓好重点人员核酸筛
查工作，对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的货物、邮件、快递等要加强
检测、严格消杀。加快建设布
局常态化核酸检测服务点，满
足市民多样化检测需求。强
化人员推送排查，及时在“城
市免疫感知平台”上推送外来

人员信息，对后续认领、排查、
管控等情况进行跟踪督促，同
时坚持群防群控，紧紧依靠群
众，主动获取线索。强化货车
司机管理，千方百计通过各种
方法疏导重点路段拥堵车辆，
既要保证通行效率，又要落实
全程闭环。

要稳妥有序做好“五一”假
期防控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提
前研判，科学部署，特别是加强
对公共场所的管控，进一步优
化交通出行方案，做到既防得
住、又放得开。要倡导市民非
必要不离常，非必要不聚集，最
大限度减少感染风险。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各组负
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
辖市区和常州经开区设分会
场。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视频调度会

以快制快 以合制胜
全力抓好“双统筹”夺取“双胜利”

4 月 27 日上午，在我市集中
隔离点发现 1 名核酸检测阳性人
员，4 月 27 日下午，经专家组诊
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为有效阻止疫情传播，保障
居民健康安全，根据对该名无症
状感染者此前轨迹的初步流调情
况，经市专家组研判，现划定以下
区域范围加强管理：

凯纳商务广场、尚郡公寓东
侧商铺、飞龙菜市场及周边商铺
为封控区。

机械一村、机械二村、芦墅广

景苑、晋陵文禧、西新桥三村、春
天花园、锦江丽都、金润家园、五
星新中大村、小村、王家村、新农、
殷家塘、查村、邵家塘、吴家塘、芦
墅新苑为管控区。

北新巷小区及散居楼、金禧
园小区、西新桥二村、新城首府、
深业华府、万福花园、五星新中上
村、北新巷村、后庄村为防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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