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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照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山东疫情防控措施效果显现，公共出行、必需品供应均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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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记者 刘通

新增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主要出自管控重点人群

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省委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
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常务
副主任张连三介绍，3月19日0时
至24时，全省报告新增本土确诊
病例48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380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转
为确诊病例3例，新增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主要出自隔离管控
的重点人群。上述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均在接受隔离治疗
和隔离观察。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深入推
进，各项防控措施的效果逐步
显现。继青岛莱西之后，潍坊、
日照相继实现社会面动态清
零。滨州市3月19日确诊人数有
所增加，但全部出自集中隔离
点、封控区和管控区。目前，滨
州市正加大流调溯源、核酸检
测、隔离管控力度，坚决遏制疫
情发展蔓延。

探索健康码公交卡联动
实现健康码自动核验

城市公共交通是居民重要
出行方式，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司家军介绍，全省城市公共交通
行业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从
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全力保障社会公众安全健
康出行。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下，城市
公共交通驾驶员上岗必须佩戴
口罩和手套，核酸检测做到应检
尽检，新冠疫苗接种做到“应接
必接”，公交车与轨道交通车站
安检设备、自助售票设备等乘客
频繁接触部位定时消毒。同时，
积极探索开展健康码与公交卡
信息联动或健康码机具识别验
证应用，实现健康码的自动核
验。最后，严格做好中高风险地
区城市公共交通防疫管理。当地
疫情风险确定等级由低风险调
整为中高风险的，立即严格执行
相应等级的消杀、通风、测温等

防疫要求。

市场价格秩序总体平稳
肉类水果延续下降势头

为保障疫情防控和群众正常
生活，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加
大价格监管力度，生活必需品没
有出现大面积、大幅度的价格波
动，市场价格秩序总体保持平稳。

省市场监管局一级巡视员
桂敦山介绍，目前全省粮油蛋菜
只有小幅微涨，肉类、水果延续
下降势头。通过出台涨价幅度控
制的监管政策，山东明确了构成
哄抬价格行为的具体情形，为精
准打击、高效处置价格违法行为
提供了强有力政策支持。

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市场监
管部门对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
市场、社区超市、药店等重点场
所开展全覆盖检查。截至目前，
共出动执法人员38064人次，检

查各类市场主体26311家，纠正
价格公示不及时、明码标价不准
确等不规范价格行为741件。

此外，监管部门切实落实投
诉举报24小时快速回应机制，全
省办理涉及疫情价格的投诉举
报811件，办结率达到100%。

确诊孕产妇获有效治疗
特殊人群需谨慎防护

孕产妇和儿童是重点人群
和易感人群，山东省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牟善勇介绍，针对出现本
土疫情的地区，山东建立确诊孕
产妇和涉疫孕产妇动态摸排机
制，指导各地动态掌握封控区、
管控区、集中隔离点的孕产妇信
息，实现针对性管理服务。对于
确诊孕产妇全部收治定点医院，
省级专家组每天逐一视频会诊，
目前我省在院确诊孕产妇均得
到有效治疗，病情平稳。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医务科
主任，妇产科主任医师陈兆文提
醒，为了减少新冠病毒暴露和感
染的机会，孕产妇的自身防控以
及儿童家长或监护人的谨慎照
护非常重要。

根据疫情的形势，原则上处
于孕早期、孕中期、无特殊情况、
无高危因素的孕妇，可适当延长
产检间隔。相较于成年人来说，
儿童的身体抵抗力会差一些，即
使全程接种了新冠疫苗，仍要加
强儿童个人防护。当家长、监护
人出现呼吸系统疾病时，尽量避
免与儿童直接接触。

此外，家长或监护人应当尽
量避免带儿童到室内游乐园、商
场儿童玩具区等公共娱乐场所，
不在公共场所吃喝东西。如必须
外出最好带好含酒精的一次性
消毒液，尽量缩短逗留时间，回
家后及时脱去外套用流动的水
洗净双手。

3月20日下午，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山东省2022年疫情防控新闻发布
会第九场。据介绍，随着疫情防控工作深入推进，各项防控措施的效果逐步显现。继青
岛莱西之后，潍坊、日照相继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山东再降核酸检测价格

混合检测最高6元/人次

齐鲁晚报记者 赵清华

3月19日，山东省医保局、省
卫健委、省市场监管局联合下发

《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价格的通知》，决定进一
步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医
疗服务项目价格，自3月21日零时
起执行。

通知提出，全省各级公立医
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单
人单检（含检测试剂）价格最高不
得超过28元/次。医保支付标准相
应调整。公立医疗机构按照卫生
健康部门技术规范进行的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混合检测，不区分样
本数量，最高价格为6元/人次，不
得另外收取检测试剂等其他费
用。

非公立医疗机构和第三方检
测机构提供核酸检测服务，定价
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体现保本微利。各类
核酸检测机构要在服务场所显著
位置公示项目价格等内容，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对在核酸检测中
违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扰乱市场
秩序和不执行政府定价、不明码
标价、价外加价的违法行为，相关
部门依法严肃查处。

近日，在安丘市大汶河旅游发展中心核酸检测点，防疫人员正在对防疫物资进行分类，预备分发到各个核酸检测

点。 齐鲁晚报记者 李旭旭 通讯员 樊筱村 摄影报道

齐鲁晚报记者 宋祖锋
通讯员 王佼

3月20日，莱西市首批解除隔
离人员回到阔别半个月之久的家
中。据悉，首批解除隔离人员已从
隔离点乘坐转运车辆抵达指定接
驳点，再运送至各镇街，由专门车
辆、专门人员负责送回家，全程闭
环管理。

3月19日，莱西市首批隔离人
员隔离期满，符合解除隔离条件，
莱西市正式启动“回家行动”，为
保证“回家行动”有序进行，莱西
市研究制定了隔离点解除隔离人
员的接回转运流程方案，设置市
级接驳中心、镇级接驳中心，科学
有序地做好归家准备工作。莱西
市统筹调度，科学组织车辆运力，
在莱西市运安驾校设置全市统一
接驳点，提前与解除隔离人员的
酒店对接，明确转运时间等事项，
相关镇街分别设置镇级接驳点，
配足配齐转运车辆，提前做好接
返准备。

3月20日上午，接回解除隔
离人员车辆从莱西市出发，莱
西市交通运输局共组织大巴车
9队31车，赶赴不同地点的9个
隔离酒店接回人员。中午12时
30分左右，接回车队陆续到达
隔离酒店，工作人员立即与酒
店对接，核对人员信息、有序组
织引导人员上车，在与酒店交
接完成，确认人员全部上车后，
车队立即返程，将人员送至指
定接驳点。当天，首批隔离点解
除隔离人员已陆续从隔离点乘
坐转运车辆抵达指定接驳点，
再运送至各镇街，由专门车辆、
专门人员负责送回家，全程闭
环管理。

莱西市首批

解除隔离人员回家

记者从威海获悉，省支援威
海临床医学检验专家白晓卉于3
月20日6时45分因突发疾病抢救
无效去世。临床专家初步诊断系
心源性猝死。

白晓卉，女，1980年出生，中共
党员，生前系山东省立医院临床医
学检验部副主任、主任技师、研究
员，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博士生导
师，2021年当选“齐鲁最美职工”。

作为省直支援威海核酸检测
队队长，白晓卉3月9日凌晨4时抵
达威海后，即带领4个工作小组，
全力投入繁重的核酸检测工作
中，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
对人民的承诺。

省委书记李干杰，省委副书
记、省长周乃翔对白晓卉不幸去
世表示沉痛哀悼，要求有关方面
做好家属抚恤、善后等工作，强调
要切实做好对一线抗疫人员身体
健康的关心保障。

受李干杰、周乃翔委托，20日
下午，省委副书记杨东奇，省委常
委、秘书长刘强等代表省委、省政
府看望慰问了白晓卉家属，对白
晓卉的事迹给予高度评价。

据大众日报

齐鲁晚报评论员 沙元森

3月20日，省支援威海临床
医学检验专家白晓卉因突发疾
病抢救无效去世。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
山东医疗界痛失英才，全省为
之悲恸。听闻噩耗，很多人在网
上留言，“心痛到泪流满面”“看
到这个消息太心疼了”……人
们心疼的是，她这么年轻、优
秀、敬业，而天不假年，英年早
逝。

白晓卉在3月9日凌晨抵达
威海后，即带领4个小组，全力
投入繁重的核酸检测工作中。

在疫情防控的战场上，他
们是离病毒最近的人，是冲锋
在前线的“侦察兵”。他们穿着
防护服，无论早晚，无论寒暑，
以“火眼金睛”在第一时间识别
病毒。短短十几天，威海疫情社
会传播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
白晓卉和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
员用成绩证明了他们没有辜负
党和人民的重托，而白晓卉则
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对
人民的承诺。

曾在2021年被评为“齐鲁最
美职工”的白晓卉，有着防护服
和护目镜遮挡不住的美。她是落
落大方的知识女性，作为医院临
床医学检验部副主任、主任技
师、研究员，泰山学者青年专家，
博士生导师，她达到了很高的专
业水准，也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但是她并不满足于“独善其身”，

而是心怀天下，哪里有需要就往
哪里冲。隔离期间，她写下了激
情澎湃的“请战书”，只要病毒不
退，战斗就没有终止。这两年，她
转战于多个省份，为当地的疫情
防控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援，创
造了交口称赞的“山东速度”，为
当地留下了带不走的检测队伍，
在实战中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
仗。

“尽我全力，用心守护患者
健康。”白晓卉说到，也做到了。
她是和平时代的英雄，以自己
的负重前行，换来了无数人的
岁月静好。春分时节，乍暖还
寒，在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时
候，白晓卉永远告别了她热爱
的事业，她的事迹也将被人民
永远铭记———

白晓卉，英雄之花，你的
“最美”永不凋谢。

白晓卉，你的“最美”永不凋谢

省支援威海医学专家白晓卉不幸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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