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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多地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确
诊病例。保护个人健康，做好疫情防
护，这些要点，大家一起再次复习，一定
牢记！

科学戴口罩
切记：口罩盖住口鼻和下巴，鼻夹

要压实；口罩出现脏污、变形、损坏、异
味时需及时更换，每个口罩累计佩戴时
间不超过8小时；在跨地区公共交通工
具上，或医院等环境使用过的口罩不建
议重复使用。注意：不要上下或者内外
反戴口罩，更不要戴口罩时露出口鼻。

勤洗手
洗手时尽量用流动的水，并使用

肥皂或洗手液。
手上无可见污染物时，可用手消

毒剂揉搓双手20~30秒。
遵守1米线
排队、付款、交谈、运动、参观时，

要保 持 1 米以上社交距离。
注意咳嗽礼仪
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无

纸巾时用手肘代替，注意纸巾不要乱丢。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

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健康饮食，
戒烟限酒；有症状时，及时就医。

另外，外出或旅游时，更要注意个人
卫生，及时进行手卫生，避免用未清洁的
手触摸口、眼、鼻，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
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旅游景点
等服务场所，尽量鼓励线上购票、扫码支
付等非接触购票和支付方式。

本轮疫情形势判断如何？有关应
对部门正在开展哪些工作？

此次疫情波及范围广，传染性
强。本起疫情的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株，
部分病例的呼吸道样本病毒核酸载量
高，提示病毒排毒量大、传播力强，在暴
露人群中引起续发传播的风险高。关
于疫情源头目前还在流调溯源中，从传
播链来看总体比较清晰，截至10月23
日 24 时报告的 133 例感染者中 106 例
与旅行团传播链有关，涉及到 13 个旅

游团或自驾游。根据现有的流调和病
毒测序结果，病例的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与国内此前疫情的同源性低，提示本次
疫情是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

目前疫情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非
旅行团的病例数量开始增加。预计随
着风险人群排查和筛查工作持续开展，
未来几天发现病例数将继续增多。疫
情波及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疫情发生以后，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
内蒙古、甘肃、陕西、宁夏等4个省份指
导支持地方开展工作：一是快速激活应
急指挥系统。二是做好社区防控。三
是严格隔离防疫管理。落实集中隔离
的要求，确保集中各类应隔尽隔，发现
相关症状后要第一时间报告，并按规定
做好转运诊治。四是以核酸检测扩大
预防。科学合理的确定核酸检测和社
区管控的范围，尽快摸清底数。五是科
学精准做好流调溯源。六是做好患者
救治工作。坚持“四集中”原则，指定条

件好的综合医院作为定点医院，准备高
水平医护团队全力救治患者。

为什么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加强
针？

通过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结果显
示，随着接种疫苗时间的推移，受种者
的中和抗体水平下降，保护效果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接种疫苗针次，是提
高免疫水平，增加保护性的一项措施。
专家组建议在完成全程免疫六个月后
开展高风险人群的加强免疫接种。这
类人群主要包括海关、边检、航空、隔离
观察点以及定点医院的一些人员，也包
括赴境外学习的人员。另外，建议免疫
功能低下包括有免疫缺陷及 60岁以上
的老人考虑开展加强免疫工作。

朋友们请注意，本轮疫情防护别大意

邓超位于仙桃市干河办事
处大洪村十一组（雅馨苑 2 号
楼）二单元 202 室的不动产权
证遗失，证号：鄂（2020）仙桃市
不动产权第0000791号，面积：
86.92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曾涛位于仙桃市干河办事
处大洪社区剑桥名邸1号楼二
单元 1403 室的预抵押登记证
明遗失，证号：鄂（2021）仙桃市
不动产证明第 0019683 号，面
积：128.59 平方米，权利人：湖
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桃支
行，特声明作废。

肖艳平位于仙桃市沙办十
一墩村六组文华小区B幢多套
房的房屋所有权证遗失，证号：

仙 桃 市 房 权 证 沙 咀 字 第
CDJ201302376 号，建筑面积：
4459.63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
4073.58平方米，特声明作废。

毛嘴镇财政所位于毛嘴镇
建设街二巷的一宗土地使用权
证遗失，证号：2001—1072，面
积：1421.63 平方米。四至：东
邻居民点；南邻全洪沟；西邻毛
嘴粮所；北邻仙桃市青松米业
有限公司，特声明作废。

宁陈伟遗失由仙桃祥荣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湖
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 ：4200172350，发 票 号 码 ：
03105308，金额：215999.00 元，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省纪委、省卫生健康委及市纪
委有关文件要求，针对医疗机构出现不
合理医疗检查的问题，现决定在全市开
展不合理医疗检查专项整治行动，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整治对象
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二、整治内容
1.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超

出诊疗科目范围开展医疗检查。
2.开展禁止临床使用的医疗检查。
3.使用未依法注册或者备案等违

法违规的医疗器械进行的检查。
4.聘用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开展

医疗检查。
5.医疗机构检查项目不正当竞争

行为。
6.无收费目录，套用其他收费目录

收取医疗检查费用。

7.违反临床诊疗指南、临床路径的
重复检查、过度检查。

8.超适应症检查，借用会诊增开非
必要医疗检查项目的行为。

9.对符合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
疗共同体内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条件的
检查不予认可而进行的不必要重复检
查。

10.无入院指征诱导患者住院进行
不必要检查。

11.将应该独立申请的不同检查
项目进行组合申请、组合收费、捆绑收
费。

12.分解收费项目的检查。
13.无医嘱的检查。
14.未公开医疗检查项目及价格。
15.将大型检查项目列为常规检

查，阳性率偏低的行为。
16.进行检查收费的同时，加收其

他检查名目或检查部位的检查。
17.套餐收费，女性发生男性费用、

男性发生女性费用的检查。
18.未经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进行

的特殊检查。
19.对科室或医务人员设置检查业

务收入指标的行为。
20.将检查业务收入与医务人员薪

酬挂钩的行为。
21.违反配置、使用大型医用设备

用于临床诊疗的行为。
22.高值高频、群众反映突出的检

查项目。
23.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

为。
24.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三、投诉举报方式及时间
为切实抓好不合理医疗检查专项

整治工作，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

用，市卫生健康委设立了投诉举报电话
和邮箱：

1.投诉举报电话：
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科：0728－

3203160
市卫生健康委纪检监督科：0728－

3221592
2.投诉举报邮箱：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医 政 医 管 科 ：

xtswjwyzygk@163.com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纪 检 监 督 科 ：

252173640@qq.com
3.受理截止期限：2021 年 11 月 30

日。
特此公告。

仙桃市卫生健康委
2021年10月18日

（接上期）
（六）食品卫生安全
1.集中隔离场所安排专门地点和

厨师提供食物，购买新鲜肉、水产品等
食材规范加工。快递和外卖食品要在
确保内外包装清洁消毒后方可进入集
中隔离场所。

2.生熟食品分开加工和存放，避免
交叉污染。处理冷冻食品的炊具和台
面，要及时做好消毒。当储存的冷冻食
品疑似污染时，可将其恢复至常温，煮
沸消毒30分钟。若明确污染或无法进
行煮沸消毒，则按医疗废物处理。

3.严格做好进口冷链食品内外包
装、贮存场所、生产加工设备等清洁消
毒。建议隔离期间工作人员和隔离人
员不食用进口冷链食品。

4.隔离人员在自己房内就餐，工作
人员不聚集就餐。就餐完毕后及时将
废弃的餐盒装入黄色医用垃圾处理袋
内，按医疗废物处理。

（七）病媒生物控制

1.加强防护设施建设。应保持防
鼠、防蚊、防蝇设施齐全。对于门、窗、
下水道、墙体孔洞等位置，要加装铁皮、
挡鼠板、防鼠网等设施。与外界连通的
门窗需安装纱门、纱窗、塑帘或风幕机，
防止蚊蝇入室。

2.每周开展虫媒孳生地清理。隔
离场所内物品摆放整齐，定期清理堆积
的杂物。垃圾密封加盖，日产日清。积
水容器须加盖或清理。隔离场所外环
境 200 米范围内，翻盆倒罐，清除闲置
无用积水，清除废弃的容器。清除卫生
死角和垃圾，垃圾箱必须加盖且日产日
清。

3.日常布放鼠笼、粘鼠板、鼠夹、灭
蚊灯、灭蝇灯、粘蝇纸、粘蟑纸等控制病
媒密度。

4.室内不得出现鼠、蚊、蝇、蟑等病
媒生物，室外需达到密度控制水平 A
级。病媒生物密度超标时，及时使用常
量喷雾器及杀虫剂等化学手段加以控
制。

5.定期开展鼠、蚊、蝇、蟑等病媒生
物新冠病毒等病原学监测。

（八）消毒效果评价
1.评价要求。日常消毒（定期消毒

或随时消毒）需每周开展一次消毒效果
评价，评价对象为物体表面和集中隔离
场所进出隔离区工作人员的双手。集
中隔离期满后开展终末消毒效果评价，
评价对象为物体表面、室内空气和隔离
区工作人员的双手。

2.采样要求。对地面、墙面、桌面、
床头柜、便器、门把手、按钮等重点物体
表面，应布设指示菌染菌载体，并适当
固定，每次评价试验样本总数不少于
30个。室内空气用平板暴露法采集自
然菌样品。手消毒效果应采集隔离区
工作人员洗手消毒后自然菌样品。

3. 检 验 方 法 。 详 见 WS/T
774-2021《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现场消
毒评价标准》、WS/T 313《医务人员手
卫生规范》。

4.结果判定。

物体表面指示菌平均杀灭率≥
99.9%，且杀灭率≥99.9%的样本数占
90%以上，判为消毒合格。

空气自然菌平均杀灭率≥90%，判
为消毒合格；消毒前空气自然菌平均菌
落总数≤10cfu/（皿·15min）时，可不计
算杀灭率，消毒后空气自然菌平均菌落
总数≤4cfu/（皿·15min），判为消毒合
格。洗手消毒后，手部菌落总数≤
10cfu/cm2，判定消毒合格。

四、集中隔离场所服务保障
根据隔离人数足额配置医护人员,

公安人员,服务人员和工作人员等,全
部培训合格后上岗,落实重要岗位24小
时值班制度。为隔离场所配备足够数
量的体温计、口罩,消毒剂等个人护用
品、消毒产品和急救药品。及时向隔离
人员提供心理支持心理疏导等服务。
切实加强对集中隔离场所的安全保护,
安排专人负责安全巡查。 （待续）

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引
（2021年8月版）

为优化人员结构，提升服
务质量，更好地支持和服务地
方经济的发展，根据湖北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 2021 年新员
工招录工作统一安排，现面向
社会招录员工13名。

一、报名时间
2021 年 10 月 24 日 9:00 至

10月26日17:30
二、报名方式和招录计划
（一）网上报名。考生登录

湖北省人事考试网（网址：http:
//www.hbsrsksy.cn/），选择“全
省农商行 2021 年新员工招录
报名入口”进行报名。

（二）招录计划。法律类专
业3人、计算机类专业5人、其
他类专业5人。

三、招录须知
招录原则、条件、程序等详

见仙桃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
四、现场资格审查时间和

地点
时间：2021 年 10 月 25 日

至27日，详见仙桃农商银行微
信公众号。

地点：仙桃市仙桃大道2A
号815办公室

五、面试、笔试时间另行通
知

咨询电话：
0728-3249043，监 督 电

话：0728-3237482。

仙桃农村商业银行
2021年10月21日

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新员工招录公告

为规范定点医药机构服
务 行 为 和 医 疗 保 障 监 管 工
作，确保医保基金安全运行，
提高基金使用效率，维护参
保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基
金监管工作统一部署，省医
疗保障局于 10 月 21 日-10 月
29 日对仙桃市随机抽取的部
分 定 点 医 药 机 构 进 行 检 查
（见附件），欢迎社会各界监
督，诚恳接收群众如实反映
问题。

省医保局举报电话：
027-87265900 027-87717662

仙桃市医保局举报电话：

0728-3266831
邮政信箱:湖北省武汉市

武昌区中北路101号
电子信箱：ybjysq@hubei.

gov.cn
受理电话时间: 上 午 8:

30-12:00，下午14:00- 17:30
附件：
现场检查医药机构名单：
1、仙桃市第三人民医院
2、仙桃市鑫九州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仙桃大道店

湖北省医疗保障局
2021年10月21日

医疗保障基金现场检查公告（仙桃片区）

关于开展仙桃市不合理医疗检查专项整治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