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七版）》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29 号）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680号） 2020年8月18日

关于印发新冠病毒核酸10合1混采检测技术规范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医疗发〔2020〕352 号）2020年8月17

日

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的通知 （国卫办疾控函﹝2020﹞

668号） 2020年8月13日

关于印发综合医院“平疫结合”可转换病区建筑技术导则（试行）的通知 （国卫办规划函〔2020〕663号）

2020年7月30日

应对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 医疗救治工作方案（联防联控机制医疗发【2020】276号） 2020年7月20日

关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规范医疗机构诊疗流程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医疗发〔2020〕272号）2020年7月10日



南宁市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实施方案（第二版）2020年9月21日







• 总体要求

• 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特征

• 疫情监测

• 流行病学调查

• 接触者管理

• 疫情处置

• 标本采集和实验室检测

• 境外疫情输入防控

• 重点环节防控

• 社会健康管理与服务

• 保障措施



解读（修订要点）

为进一步指导各地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在全

面总结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经验基础上，结合全国疫情形势

变化及研究进展，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组织修订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一、总体要求

“四早”---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 加强社区精准防控；

• 扩大检测范围；

• 及时发现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

• 做到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 不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u明确原则：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科学防治。

u工作要求：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

u落实“四早”措施，坚决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和境内疫情
反弹。



二、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特征

u强调主要传播途径仍为 和 。

u但是特定条件下接触病毒污染的物品和暴露于病毒污染

的环境可造成接触传播或气溶胶传播。



三、疫情监测

流行病学——根据国内外疫情流行变化，病例流行病学史

强调报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病

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接触史等，更加精准科学。

（一）病例发现



三、疫情监测

Ø 医疗机构监测。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提高医务人员对新

冠肺炎病例的诊断和报告意识，加强对发热、干咳等呼吸

道症状病例的监测，对于其中具有新冠肺炎流行病学史者，

应当及时检测。对不明原因肺炎和住院患者中严重急性呼

吸道感染病例开展新冠肺炎核酸检测。

Ø 重点场所人员检测。对接诊发热或感染性疾病的医务人员，

从事冷链食品加工和销售人员，来自农贸市场、养老福利

机构、精神专科医院、监管机构、托幼机构和学校等重点

场所的就诊患者，出现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应当及

时检测。

（一）病例发现



三、疫情监测

Ø 社区重点人群监测。对纳入社区管理的来自高风险地区

人员、解除医学观察人员、出院新冠肺炎患者、入境人

员等做好健康监测。督促出现发热、干咳、乏力、腹泻

等症状者及时到就近的具有发热门诊（诊室）的医疗机

构就诊并检测。

Ø 密切接触者监测。对密切接触者开展健康监测，如出现

发热、干咳、乏力、腹泻等症状，及时转运至定点医疗

机构进行诊治并检测。

（一）病例发现



三、疫情监测

（二）病例报告

֍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疑似病例、确诊病例—— 2 小
时内网络直报——CDC立即调查核实，2小时内完成报
告信息的三级确认——后续信息的订正。

֍县（区）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辖区CDC
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在2小时内
进行网络直报——疑似病例确诊或排除后应当及时订
正——根据病情变化 24 小时内订正临床严重程度。

֍病例出院——在 24 小时内填报出院日期

֍病例死亡——在 24 小时内填报死亡日期。



三、疫情监测

（三）隔离治疗

֍确诊病例——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治愈出

院——继续隔离医学观察 14 天。

֍疑似病例——定点医疗机构单人单间隔离治疗——

连续两次新冠核酸检测阴性（间隔 24小时），且发

病 7 天后新型冠状病毒特异性抗体 IgM 和 IgG仍为

阴性——排除疑似病例诊断。



三、疫情监测

（四）无症状感染者管理

֍无症状感染者有两种情形：

-——经 14天的隔离医学观察，均无任何可自我感知

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与体征；

——处于潜伏期的“无症状感染”状态。

֍调无症状感染者为呼吸道等标本新型冠状病毒病原

学检测呈阳性，无相关临床表现，



三、疫情监测

（四）无症状感染者管理

֍无症状感染者核酸检测：

l检测对象：对密切接触者、境外入境人员、发热门诊患

者、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口岸

检疫和边防检查人员、监所工作人员、社会福利养老机

构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应检尽检”。

l其他人群实行“愿检尽检”。

l对农贸市场、冷链食品加工和销售、餐饮和快递等服务

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适时抽检。



三、疫情监测

（四）无症状感染者管理

֍无症状感染者发现途径：

• ①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间的主动检测；

• ②聚集性疫情调查中的主动检测；

• ③传染源追踪过程中对暴露人群的主动检测；

• ④有境内外新冠肺炎病例持续传播地区旅居史人员的主动检测；

• ⑤流行病学调查和机会性筛查；

• ⑥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等。



三、疫情监测

（五）聚集性疫情

完善聚集性疫情测定义，根据分区分级标准，将聚集性

疫情从“2例及以上病例”修改为“5例及以上病例”。

• 聚集性疫情定义：14 天内在学校、居民小区、工厂、自

然村、医疗机构等小范围内发现 5 例及以上病例。

• 流行病学史中的聚集性发病：14 天内在小范围内（如家

庭、办公室、学校班级等场所），出现 2 例及以上发热

和/或呼吸道症状的病例。



三、疫情监测

（五）多渠道监测预警

增加多渠道监预警，要求按照点与面结合、传染病监测

系统与其他部门监测系统结合、常规监测与强化监测结

合的原则，针对人群和环境开展监测工作。



四、流行病学调查

增加境外输入病例、输入继发病例、密切接触者的密切

接触者（简称密接的密接）等定义，强调做好个案调查，

密接判定、病例主动搜索、聚集性疫情调查及调查信息

报告，做好感染来源、污染范围、传播特征和传播链分

析。



五、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管理

（一）密切接触者定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状出现

前 2天开始，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样前 2 天开始，与

其有近距离接触但未采取有效防护的人员。

（二）一般接触者定义。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在乘坐飞机、火车和轮船等同一交通工具、共

同生活、学习、工作以及诊疗过程中有过接触，但不符

合密切接触者判定原则的人员



五、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管理

（三）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以下简称密接的密接）

定义。密切接触者与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的首次接触

（病例发病前 2 天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样前 2 天至

被隔离管理前这段时间内，密切接触者与病例或无症状

感染者的第一次接触）至该密切接触者被隔离管理前，

与密切接触者有共同居住生活、同一密闭环境工作、聚

餐和娱乐等近距离接触但未采取有效防护的人员。



五、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管理

1.同一房间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2.直接照顾者或提供诊疗、护理服务者;

3.在同一空间内实施可能会产生气溶胶诊疗活动的医护人员；

4.在办公室、车间、班组、电梯、食堂、教室等同一场所有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5.密闭环境下共餐、共同娱乐以及提供餐饮和娱乐服务的人员；

6.探视病例的医护人员、家属或其他有近距离接触的人员；

7.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1 米内）人员，包括交通工具上照料护理人员、

同行人员（家人、同事、朋友等）；

8.暴露于可能被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污染环境的人员；

9.现场调查人员评估认为其他符合密切接触者判定标准的人员.

（四）密切接触者判定



五、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管理

1.飞机。与病例座位的同排和前后各三排座位的全部旅客以及在上述区域内提

供客舱服务的乘务人员作为密切接触者。其他同航班乘客作为一般接触者。

2.铁路列车。全封闭空调列车，病例所在硬座、硬卧车厢或软卧同包厢的全部

乘客和乘务人员。非全封闭的普通列车，病例同间软卧包厢内，或同节硬座

（硬卧）车厢内同格及前后邻格的旅客，以及为该区域服务的乘务人员。

3.汽车。全密封空调客车，与病例同乘一辆汽车的所有人员。通风的普通客车，

与病例同车前后三排座位的乘客和驾乘人员。

4.轮船。与病例同一舱室内的全部人员和为该舱室提供服务的乘务人员。

（五）不同交通工具的具体判定原则



四、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管理

（1）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管理。

• 1）14 岁及以下儿童。若其父母或家人均为密切接触者或密接

的密接，首选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在做好个人防护和保持人际

距离的情况下，儿童可与父母或家人同居一室。如仅儿童为密

切接触者或密接的密接，可在社区医务人员指导下，做好个人

防护和保持人际距离，由家人陪同儿童居家医学观察；有基础

疾病的人员和老年人不能作为儿童的陪护人员。

• 2）半自理及无自理能力的密切接触者或密接的密接。原则上实

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由指定人员进行护理。如确实无法

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可在社区医务人员指导下，采取居家

医学观察。有基础疾病的人员和老年人不能作为陪护人员。

（六）接触者管理



五、密切接触者和密接的密接管理

（2)一般接触者管理。

一般接触者要做好登记，进行健康风险告知，一旦出现发

热、干咳、乏力、腹泻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

（六）接触者管理



六、防控单元与风险等级区域划定

（一）无确诊病例或连续 14 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为低风险区

域；

（二） 14 天内有 1 例新增确诊病例为中风险区域； 

（三） 14 天内有 2 例及以上新增确诊病例或者有聚集性疫

情发生为高风险区



七、疫情处置

针对低、中、高不同风险地区，进一步细化防控措施。

低风险地区——落实常态化防控工作，加强疫情监测和应对准备。

中风险地区——科学划定防控区域范围至最小单元（如学校以班级、楼房以单

元、工厂以工作间、工作场所以办公室、农村以户为最小单元），启动强化监

测、实施终末消毒。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感染风险，确定核酸检测人群范围和

优先次序。

高风险地区——以学校、楼房、工厂、工作场所、自然村为最小单元划定防控

区域，开展入户全面排查、限制人群聚集性活动、区域管控等措施，启动应急

响应。





1.从我市航空口岸入境人员管理。

   一是做好信息采集，严格实施“三查三排一转运”，对入境运输

工具100%登临检疫，对入境人员100%实施健康申报、体温检测、流行

病学调查、核酸检测并及时报辖区指挥部。

   二是及时交接转运。三是安排集中隔离。

（一）严格落实入境人员的闭环管理。



2.入境人员一律实行“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 3 次核酸检测

（首次核酸检测在南宁吴圩机场海关完成，第 2、3 次检测在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第 5 及 13 天完成）”，外交人员和从事重要经贸、科

研、技术合作的人员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有发热等症状患者，及时转运至定点医疗

机构救治；

  对密切接触者，及时转运至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做到转

运隔离全程闭环管理，做到不漏一人；

  解除隔离后及时向目的地推送相关信息，确保一个不漏。 

（一）严格落实入境人员的闭环管理。



（二）对从市外、区外口岸入境人员的管理
   1.做好信息接收。

   2.做好排查、跟踪、隔离管控和健康管理服务工作。社区（村）

人员以“见人”方式排查、核实解除隔离人员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核

酸检测等信息；第一入境地已实“7+7”“2+1”或“14+2”管控措施

的返邕来邕人员，经核实后可不再隔离。如未能提供有效证明的，由

辖区指挥部联防控组对相关人员补齐“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2 次

核酸检测”的管控措施。

  3. 对国际航班机组人员的 管理。

  4.对非法经陆路水路入境人员的管控。



1. 中高风险地区管控时限。管控时限从该城市有中、高风险地区之日往

前推 14 天起至全部中高风险地区降为低风险地区止

2. 通过客运飞机、客运火车、公路客运到我市的人员管理。返邕来邕人

员持有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能够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

康绿码，在测温正常后可有序流动。未有核酸检测阴性结果的，必须现

场接受核酸检测 1 次，无需在现场等待结果，由转运专班转运至轮值城

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核酸检测阴性可有序流动。 

（三）加强中高风险地区返邕来邕人员的管理



3. 通过自驾等其他方式到我市的人员管理

  ⑴入住我市宾馆酒店的人员，发现无 7 天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或不能够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绿码

的人员要及时通知所在社区（村）。由社区（村）相关人

员组织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前在宾馆酒店隔离观

察。

  ⑵在我市有住所（含出租房屋、集体宿舍等）的人员管

理。社区（村）必须建立报告登记点。 

（三）加强中高风险地区返邕来邕人员的管理



4.根据上级要求对特定地区特定时间起返邕来邕人员需要进行 14 天
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2 次核酸检测的，按以下标准执

行。

  ⑴抵邕未超过 14 天，统一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14 天（自抵
邕之日起计算）+2 次核酸检测（第 1 日及结束隔离前 1 日）”。
抵邕已超过 14 天的，需进行 2 次核酸检测（间隔 24 小时）。

  (2)上门查验，发现无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不能够出示包含
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绿码的人员要及时组织核酸检测。核酸检测
结果出来前居家隔离观察。

  ⑶货运车司机的管理。市场管理方协同社区（村）相关人员前往查
验，发现无 7 天内核酸测阴性证明或不能够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
信息的健康绿码的人员要及时组织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前集
中隔离观察。

（三）加强中高风险地区返邕来邕人员的管理



（四）集中交易市场、商场超市、冷库的管控
（1）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从事进口冷链肉品经营

企业、各行业主管局根据疫情防控“四方责任”相关规定

开展防控工作。

（2）冷链运输环节管控。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对境外及国

内高中风险地区进入南宁的冷链食品的车辆信息进行收集

并通报市场监管部门。对发现来自境外及国内高中风险地

区的运输冷链食品车辆立即通报卫健部门开展核酸抽检采

样。做好运输车辆、场站的消毒及从业人员防护工作，降

低通过道路货物运输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



（五） 食品、外环境、从业人员抽检监测。
  

  由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管局建立多部门市级采样小组，并督促

各县区、开发区建立多部门采样小组对食品、外环境、从业人员

进行抽检监测。



（六）抓好冷链食品管控

  1.口岸管控。吴圩机场海关加强对从南宁市口岸进口冷链食

品的核酸监测以及相关货柜、包装物的消杀工作，配合属地开

展口岸冷链食品抽检采样工作。搬运工需提交核酸监测阴性报

告。

  2.肉类加工企业管控。对涉及进口冷冻冷藏肉品加工的企业

新员工必须进行核酸检测。进口畜禽肉类食品应当具备核酸检

测合格证明方可入厂生产。企业至少每周 1 次对屠宰车间、分

割肉车间、包装车间采集各 5 份环境标本进行核酸监测。



（七）规范发热门诊管理。

（八）落实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的管理。

  1.强化特殊场所管理。落实养老机构、福利院、精神卫生医

疗机构、监管场所、学校和托幼机构等特殊场所的防控措施，

制

  2.定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严防疫情输入和内部传播。加强

日常消毒、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防护，做好防控物资储备。



  总之，面对疫情压力，只要众志
城城，时刻保持警惕，做好内紧外
松，定会安全过“冬”，经济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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