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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视频调度会

一鼓作气一致行动一抓到底
以“严准稳”举措打好疫情防控主动仗
■唐文竹 韩晖 姜小莉
本报讯 昨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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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学
精准、动态清零，一鼓作气、一致行动、一
抓到底，以“严准稳”的举措把防控网织得
更密更牢，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市长盛蕾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当前疫情续发风险依然存
在，全市上下要从严从细从实打好疫情防
控主动仗。
要严格精准地管。管控要到位，严格
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管理，做好生活服
务、心理疏导等保障工作；隔离要加快，加
强统筹调配、对接协作，用足用好隔离房
源，配齐配强工作力量，强化转运全程闭
环管理；流调要细致，充分利用大数据、信
息化手段，不断细化信息调查、数据汇总、
溯源分析等工作；回应要及时，用好“疫情
防控·网民关注面对面”
“12345”热线等
平台，回应群众关切；救治要加强，统筹保
障好医疗资源供给，
“一人一策”制定和完
善救治方案，
促进患者全面康复。
要全面细致地筛。坚持重点筛和全

员筛相结合，精准把握核酸检测节奏。各
板块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区域核酸检测，
确保“高危场景一处不漏、高危人员一个
不漏、24 小时一刻不漏”，将风险隐患彻
底出清。对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应检尽
检”，动态更新建筑工人、农贸市场从业人
员等重点人群数据库，加强督查检查。对
小旅馆、群租房、桥梁涵洞、街头路面、停
车场、公园景区、校园周边等重点部位开
展巡查，对相关人员及时甄别纳管、闭环
管控。
要严丝合缝地防。
“ 五一”假期临近，
要严格外 来 人 员 管 控 ，加 大 政 策 宣 传 ，
外地返常人员要提前报备，到常后按分
类管控要求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交通卡口要进一步优化分流举措，减少
不必要的拥堵和安全隐患。经营场所
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加强防控，相关部
门要切实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要
密切关注师生心理健康，科学审慎做好
高校疫情防控工作。各大旅游景区要
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倡导
“无预约，不出游”，各类宾馆、乡村民宿
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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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 届
“金坛读书月”
启动

全年开展 17 类 215 项读书活动
■陆骏 许耀 赵鹤茂

图书 162.2 万册次。去年，金坛区在全市
率先获评
“江苏省书香城市建设示范区”
。
今年，
金坛区将开展
“喜迎二十大”
系
本报讯 4 月 27 日，
一曲音诗画《春从
列阅读、百年团史青年说、金坛茅山诗歌
茅山来》，
拉开了以
“书香致远 赋能金坛” 节等 17 类 215 项读书活动。通过书香进
为主题的第 13 届
“金坛读书月”
序幕。今
校园、家庭、企业、社区、机关、农村等系列
年，
金坛区安排17类215项读书活动。
活动，
营造更加浓郁的全民阅读氛围。
据了解，
前 12 届
“金坛读书月”
活动，
当天的启动仪式上，茅山诗歌节精
金坛区累计举办各类阅读活动 1600 多
彩上演，第 11 届《洮湖》文学奖颁奖，一
项，
参与人数达 100 多万人次。金坛区总
批最美阅读推广人、最美阅读空间受到
投资 1.2 亿元的图书馆新馆投用 4 年多
表彰。与会代表还参观了颐园卿舸书
来，举办各类培训、展览和讲座等公益活
院、致和文化书院和璞樾茅山阅读空间，
动 1608 场，接待读者 217.7 万人次，借阅
一起享受徜徉书海的乐趣。

常州市疫情防控 2022 年第 50 号通告
（病例轨迹）
4 月 27 日 0-24 时，全市新增新型
冠状病毒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5 例。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情况：
无症状感染者 13
男，56 岁，现住常州市钟楼区凯纳
商务广场。为常州经开区戚墅堰实验
中学相关联人员。
无症状感染者 14
女，56 岁，现住常州市钟楼区凯纳
商务广场。为无症状感染者 13 的妻子。
无症状感染者 15
女，
13 岁，
现住常州经开区沈庄村。
无症状感染者 16
男，14 岁，现住常州经开区五益新
村 2 幢丙单元。
无症状感染者 17
女，12 岁，现住常州经开区公园壹
号花园 11 幢乙单元。
无症状感染者 15-17 与无症状感
染者 1 系同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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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经开区五益新村 2 幢楼下文

具店、新城·和昱云璟苑 3 幢。其余轨
迹见《常州市疫情防控 2022 年第 49 号
通告》中加强管理的相关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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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2 年 4 月 28 日

常州市疫情防控 2022 年第 51 号通告
（调整区域管理）
4 月 27 日 0-24 时，我市新增 5 例
单元。
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为有效阻止
新增管控区
疫情传播，保障居民健康安全，根据对 5
常州经开区：港威花园 42-132 阳
例无症状感染者此前轨迹的初步流调
光早餐店周边店铺、芙蓉兴盛便利超市
情况，经市专家组研判，现就调整新冠 （港威花园 39-1 号）周边商铺、沈庄村、
肺炎疫情社会防控封控区、管控区、防
五益新村 2 幢、公园壹号花园 11 幢。
范区通告如下：
新增防范区
新增封控区
常州经开区：
福康宁花园、港威花园
常州经开区：福康宁花园篮球场、 阳光早餐店和芙蓉兴盛便利超市所在山
港威花园 42-132 阳光早餐店、芙蓉兴
水路、
五益新村、
公园壹号花园三期。
盛便利超市（港威花园 39-1 号）、五益
常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新村 2 幢丙单元、公园壹号花园 11 幢乙
2022 年 4 月 28 日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