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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須實名登記 錯開就座保持距離

為解决外省來鄂來漢人員及復工復產人
員市內交通出行，從 3 月 25 日起，武
漢恢復 117 條公交線路運營，包括漢口、武
昌、武漢三大火車站始發的 42 條公交線路
和中心城區的 75 條區域公交線路。投放的
公車運力為全網運力的 30%。
在武昌火車站綜合體站，周晶晶正在
指導乘客掃碼上車。原是公交司機的她當
天有了新崗位——公交安全員。她介紹，
乘客上車前，須獲取湖北健康碼「綠
碼」，掃描前車門左邊車身上的「實名登
記乘車二維碼」，獲取個人健康狀況和所
乘車輛資訊，並向公車安全員出示後方可
上車。下車前，乘客需掃描下車門玻璃上
的「實名登記乘車二維碼」，向公車安全
員出示後方可下車。
「我們會安排乘客盡量錯開來就座，
相互之間保持距離。每位乘客都要佩戴口
罩，嚴禁在車上吐痰。所有車輛每天都會
進行消毒，行駛過程中要盡量開窗通

風。」周晶晶說。

湖北再無高風險市縣
湖北省市縣疫情風險等級評估 25 日再
次更新。截至 3 月 24 日，湖北省低風險市縣
75 個，中風險市縣 1 個，無高風險市縣。此
前一直被列為高風險市縣的武漢市城區首次
降為中風險，至此湖北省內正式沒有高風險
市縣。25 日起，湖北省新增了武漢市 13 個
城區風險等級評估結果，風險劃定標準按照

現住址進行統計，不再按照報告地區進行統
計。經評估：武漢市 13 個城區中，新洲
區、黃陂區、江夏區、蔡甸區、東西湖區被
列為低風險區，剩餘青山區、漢南區、武昌
區等 8 個區列為中風險區。
武漢市衛健委 25 日公佈的疫情動態顯
示 ， 該 市 24 日 新 增 新 冠 肺 炎 確 診 病 例 0
例，新增出院病例 472 例，新增死亡病例 2
例，新增疑似病例 0 例。現有確診病例
3,794 人，現有疑似病例 0 例。

穗機場「天網」防控風險旅客
■海關引導旅客填寫入境資料，進行嚴格
核查。
廣州海關供圖

隨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境外呈現快速擴
張態勢，口岸疫情壓力陡增，「外防輸
入」成為內地疫情防控重點。廣州白雲國
際機場海關與地方聯防聯控部門快速聯

動，形成口岸抗「疫」嚴密「天網」。在
班機進港前 6 小時，白雲機場聯合防控組
就可根據流行病學調查鎖定風險旅客。
據悉，當國際航降落白雲國際機場 T2
航站樓及班機艙門開啟後，關員先詢問機
組人員旅客空中測溫及健康情况，然後步
入機艙進行登臨檢疫。機上轉機旅客會被
指引至「檢疫等待區」，接受海關體溫監
測、《健康申明卡》收驗、流行病學調查
及樣本採集。其他旅客則在海關完成體溫
監測及收驗《健康申明卡》後，走國際抵
達流程。

鍾南山：力阻輸入防第二波高峰
25 日下午，中歐舉行線上抗疫交流，
包括鍾南山院士在內的內地、香港專家，
與德國、英國、意大利、羅馬尼亞醫學專
家交流各國疫情和防治經驗。除了介紹中
國在疫情防控和患者治療方面的經驗，鍾
南山還提醒，應保持現有防控措施不放
鬆，嚴防輸入，以防止第二波高峰出現。
會議上，鍾南山分享了此前他多次在
國內提及的防控要點，包括「新冠肺炎有
較高的傳染性和高病亡率、無症狀病毒攜
帶者也具有傳染性、早期病人具有更高的
傳染性、需要保持下水道通暢等。」
鍾南山介紹了中藥治療新冠肺炎取得

■鍾南山
（右）
與歐洲醫學專家作線上交流。

的積極效果。他說，比如連花清瘟。研究
小組對 284 名病人進行了連花清瘟的治療，
康復率達到 91.5%。

據了解，白雲機場 T1、T2 兩個航站
樓的流調和採樣工位增至 71 個。除海關
專業檢疫人員外，廣東省 360 名醫護人員
進行馳援。在提高採樣效率的同時，檢測
實驗室送檢發車頻率加快到一小時一次，
日夜不停開展核酸監檢測。
據介紹，白雲機場目前通過組織海關
4 個實驗室及委託第三方檢測機構等方
式，每天可檢測 4 萬個以上的樣本。檢測
結果出來後，１小時內迅速回溯核酸陽性
人員密切接觸者，並及時向地方防控指揮
部共享進境人員信息、風險評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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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企智能回收口罩防再售賣

武
■漢公交安全員指導乘客掃碼登記上車。

據內媒報道，25 日 5 時 25 分，
編號為 495 的 533 路公交車離開漢口
火車站，駛向街頭。武漢市公交線
路 25 日部分恢復運營。

2020 年 3 月 26 日

深圳市民在使用口罩自助回
■
收機 。

武漢巴士復開 掃健康碼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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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過程中，口罩的投放和回收
一直備受公眾關心。25 日，深圳企業
耀藍科技發佈一款口罩自動投放和回
收的智能化設備。據了解，這套設備
可以自動回收廢棄口罩，並進行初次
消毒；杜絕口罩亂扔造成的污染以及
二次售賣。該設備已在深圳灣口岸、
深圳機場投放，即將進入醫院、學
校、辦公園區和交通樞紐等場所。
據了解，銷售回收兩個終端都通
過掃描二維碼開啟。打開微信小程
式，搜索深圳耀藍科技有限公司，點
擊購買數量後付款，自助售賣機即可
彈出口罩。口罩自助回收功能也在同
一個小程式裡。選擇投遞選項後掃
碼。為鼓勵普通市民進行口罩回收，
投遞完成之後，口罩自助回收箱可生
成優惠券。市民下次購買時可使用。
自助售賣機內口罩產品為公司與
供應商聯合製造，10 個一包，售價與
普通門店相同。每台可容納口罩
5,000 個。機器可通過網絡自動將售
賣情況數據上傳至雲平台。當售賣機
內口罩少於 1,000 個時，後台系統將
通知運維團隊進行維護。
據悉，口罩自助回收箱一般放置
在社區或公共場所的垃圾分類區域，
避免口罩造成環境污染；口罩回收機
內有 GPS 定位功能，用戶可以通過小
程式搜索附近的回收機；回收機內置臭氧和
消毒液雙重殺毒功能，可以對口罩進行初次
消毒。隨後，城管部門將對廢棄口罩進行定
期回收。
為避免廢棄口罩二次售賣，每個口罩自
動生成一個二維碼，回收後設備可自動識
別。據透露，研發團隊正在着手在機器內置
粉碎功能。屆時，市民可以完全不必擔心口
罩機回收的廢棄口罩再次流入市場。
據悉，設備將在未來出口至香港和國外
市場。

內地第三批援意專家組啟程
據內媒報道，應意方邀請，中國內地
第三批赴意大利抗疫醫療專家組 3 月 25 日
從福建福州啟程，協助意方開展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專家組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組建，福建省衛健委選派，共 14 人，分別
來自福建各醫院及內地疾控中心等部門。
專家組從福州長樂機場赴意大利米
蘭，主要在托斯卡納大區協助疫情防控工
作，隨行攜帶一批由福建省捐贈、當地急需
■中國第三批赴意醫療專家組出征前合影。
的醫療救治物資，包括呼吸機 30 台、監護
儀 20 套、防護服 3,000 套、N95 口罩 2 萬 集，向意大利華人華僑捐贈了一批防護物資
個、醫用口罩 30 萬個、隔離面罩 3,000 個 等，體現祖國和家鄉人民對海外華人華僑和
等。福建省僑聯以及有關僑團組織也多方籌 留學生群體的關懷關切、守望相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