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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防指发〔2021〕6号

关于印发《黄石市 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新港（物流）园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市指挥部各工作组，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印发湖北省 2022 年元旦春节

期间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鄂防指发〔2021〕34 号）要

求，为做好我市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制定了《黄石市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落实。

本方案执行时间为印发之日起到 2022 年 3 月 15 日，并根

据我市实际，适时调整。

黄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1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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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 2022年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高位流行，国内本土疫情持

续存在，我市面临较大的疫情输入压力。2022 年元旦和春节

（以下简称“两节”）期间，来（返）黄人员增多，人员流动

性加大，聚集性活动增加，物流频繁，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加

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为做好“两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压实“四方责

任”，完善人物地同防、常态监测、风险排查、多点触发的常

态化防控机制，强化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区域、重点环

节疫情防控，优化应急处置流程，提高疫情防控处置能力，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确保群众度过健康平安的节日。

二、加强疫情源头管控

（一）严格进口冷链食品和高风险物品检测消毒。相关企

业要全面落实冷链食品及其转运工具、贮存场所的核酸检测和

预防性消毒措施。各县（市、区）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检查

力度，督促企业落实进口冷链食品各环节疫情防控要求，及时

发现和处置无“三证一码”的进口冷链食品。加强对进口非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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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物品全环节管理，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要求，做好新冠病毒监

测检测和预防性消毒工作，适当增加对高风险货物的核酸抽检

频次。

（二）落实入境人员闭环管理。各县（市、区）应及时掌

握本地在境外人员底数，提前了解两节期间拟回本地人员信息，

严格做好境外远端防控，严格执行“红黄绿”国别分区管控措

施，控制境外来黄人员规模，不断完善远端检测工作。实施异

地入境人员来鄂后点对点闭环接转来黄，转运车辆专车专用，

转运结束后终末消毒。严格落实入境人员“14+7+7”隔离管理

措施以及 14 天居家健康监测，严格集中和居家管理各项要求。

（三）加强风险人员快速排查。各县（市、区）要按照省

疫情防控指挥部加快新冠肺炎病例相关风险人群分级分类协查

管控要求，全力开展涉疫风险人群区域协查工作。社区（村）

和交通、文旅、商务等部门运用人员排查登记系统，强化主动

排查。各县（市、区）按照人员风险等级分类管控，做到人数

查清、人头查清、位置查清、管控情况查清，确保在规定时间

内风险排查到位、管理措施到位，排查任务“日清日结”。

（四）加强隔离场所和医疗机构院感防控。落实隔离场所

和医疗机构派驻感染防控督导员制度和工作人员培训合格上岗

制度。集中隔离场所工作人员每隔 1 天开展 1 次核酸检测，至

少每两周开展 1 次污水、空调冷凝水核酸监测，定期开展污水

消毒剂余量检测。严格隔离人员解除标准，满足人、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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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样本阴性方可解除隔离，解除集中隔离人员点对点闭环落实

14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对出现感染者的隔离场所，立即回溯

流调，对所有风险人员重新计算和延长隔离时间。医疗机构要

加强门诊管理，落实全员标准预防措施，做好个人防护和健康

监测。加强入院患者管理，所有新入院患者必须开展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必要时检查胸部 CT、血常规。严格落实非必要不陪

护，严禁探视，确需陪护的，要固定专人并持 24 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实行全程闭环管理。

（五）加强口岸疫情防控。严格落实口岸属地责任，实施

“专班专策”，保证力量配备，确保口岸疫情防控措施到位。

对口岸接触入境人员、物品、环境的高风险岗位人员严格落实

底数清晰、防护规范、健康监测等防控要求，工作期间每天开

展 1 次核酸检测；完成工作任务后，接触入境人员的高风险岗

位人员实施“14 天集中封闭管理＋14 天居家健康监测”；接触

进口冷链食品、高风险货物的高风险岗位人员实施“7 天集中

封闭管理＋7 天居家健康监测”。对港口环境和入境人员使用

的设施等定期开展预防性消毒，对入境交通工具和产生的固液

体废弃物严格消毒和规范处置，对运输感染者的口岸交通工具

严格终末消毒，及时开展消毒评价。

三、加强春运疫情防控

（一）统筹做好应对准备。公路运输、铁路、水运等部门

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运组织保障工作，制定疫情防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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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类应对处置预案，增加值班值守人员，加强培训演练，做

好应急物资储备。

（二）落实旅客健康查验。汽车客运站、火车站、码头、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严格落实对旅客测温、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

及登记工作。对健康查验中发现的异常人员和重点地区来（返）

黄人员及时移交属地指挥部，并将信息录入“人员排查登记系

统”。

（三）落实场所防控措施。汽车客运站、火车站、码头、

高速服务区要充分评估春运期间客流和防控需要，加大应急储

备，设置留观点，其中火车站、有跨省道路运输的汽车客运站

增设核酸采样点，加强通风消毒措施和频次，及时增加开放进

站和安检通道，鼓励使用测温扫码一体机，有序引导乘客分散

候车，避免人群聚集。严格控制高铁、列车、长途客运汽车和

客运船舶等交通工具载客率，减少交通工具内人员聚集走动。

（四）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交通运输企业要落实疫情

防控主体责任，春运前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包括站内交通行业从业人员与交通场站、服务区等内配套的餐

饮、宾馆等场所的从业人员。落实工作人员健康监测管理，督

促工作期间做好个人防护。

四、加强人员流动管理

（一）做好省外人员来（返）黄管理。各县（市、区）根

据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确定的动态管控政策要求，严格限制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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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疫情发生地和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或市

（州、盟）人员来（返）黄；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确定的管控区

域所在市（州、盟）的非管控县（市、区、旗）来（返）黄人

员，须持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开展落地核酸检测和

14 天社区健康监测；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省其他市（州、盟）来

（返）黄人员，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根据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要求，适时跟进相关措施。51 个陆路边境口岸所

在县（市、区、旗）来（返）黄人员须持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并开展落地核酸检测和 14 天社区健康监测，每 7 天开展

1 次核酸检测。

（二）做好省内人员流动管理。省内无本土疫情时，持健

康码、行程卡自由流动。鼓励高校与企业错峰放假，开学开工

时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高风险岗位工作人员，原

则上在工作地休假或工作，确需出行的，须满足脱离工作岗位

14 天以上且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向所在单位和

目的地报备。发热病人、健康码“红、黄码”人员在排除感染

风险前限制出行。省内发现有本土疫情时，根据省疫情防控指

挥部确定的动态管控政策要求，对省内本土疫情发生地人员来

（返）黄实施精准管控。

（三）做好返乡人员管理。各乡镇（街道）、村（社区）

要落实属地责任，及时对本地在外人员开展摸排，掌握外出人

员底数。对省外返乡人员实行网格化管理，做好登记造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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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监测，每周组织对辖区内返乡人员流动情况开展摸排，并按

照每周至少 10%的比例开展免费核酸检测。对集中隔离场所、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收治有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直接接

触进口冷链食品、涉外口岸等高风险岗位返乡人员，每 7 天开

展 1 次核酸检测。发现返乡人员出现异常状况立即向属地疫情

防控指挥部报告。

（四）严格跨省跨市旅游活动。严格执行跨省旅游经营活

动管理“熔断”机制，暂停本土疫情发生地和中高风险地区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陆地边境城市团体旅游及“机票＋酒

店”业务。省内旅游应尽量选择周边游、市内游，减少长途出

行。

五、强化多点监测预警

（一）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各级医疗机构要

认真查验患者体温和健康码、行程卡。加强对预检分诊管理，

分诊处医务人员要熟练掌握分诊流程，门急诊和发热门诊要加

强对患者流行病学史问诊，规范信息登记、接诊和处置流程，

配备核酸快检设备，减少患者等候时间，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提高早发现能力。门急诊有新冠可疑症状患者和发热门诊所有

患者全部进行核酸检测，4-6 小时内反馈检测结果，结果反馈

前全部留观。各级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对可疑病例

严格闭环管理，及时上报，非定点医院要对患者及时转诊。

（二）加大核酸检测监测力度。在现有应检尽检政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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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有疫情发生地区和边境口岸地区来（返）黄人员、外省

返乡人员入住的酒店、宾馆、旅馆，按照每周不低于 10%的比

例开展工作人员和住宿人员核酸抽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急

诊、呼吸、感染等科室医务人员每 3 天检测一次核酸，其他科

室医务人员每周一检。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入院时必检，并按

照每周不低于 10%的比例进行核酸抽检。快递外卖员、导游、

环卫保洁员、保安员、炊事员、电梯操作员、教师、学生及特

殊场所（监管场所、儿童福利院、养老院、护理院等）、农贸

（集贸）市场、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员工，按照每周不低于 10%

的比例进行核酸抽检。上述检测可采用“混采混检”。提倡各

类核酸检测机构开展 24 小时便民采样检测服务。

（三）提高多点监测预警能力。各县（市、区）、各有关

部门要通过核酸检测信息登记系统动态监测集中隔离场所、定

点医疗机构等重点场所从业人员和入境物品运输车辆、农贸市

场、进口冷链食品的核酸检测信息，通过药店监测预警系统、

诊所监测监管系统、学校卫生监测系统多渠道收集监测预警信

息。要对收集到的信息建立日分析，周评估机制，及时排查风

险隐患，及时调整防控措施，确保监测预警系统高效运行。

六、加强重点环节管控

（一）严控聚集性活动。按照“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

严控聚集性活动，从严从紧执行疫情防控规定。举办会议、庆

典、聚会等活动应当控制人数，尽量举办线上或视频会议。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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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举办的线下活动，500 人及以上的活动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报

批，500 人以下的向所在地县级疫情防控指挥部报批，县级可根

据实际确定乡镇（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可审批的活动，50 人以

上活动应制定防控方案，向属地乡镇（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

报备，并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提倡家庭聚会聚餐等不超过 10

人，提倡“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会不办”，确需举办的尽

可能缩小活动规模。承办 5 桌以上宴会等聚餐活动的餐饮单位

须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就餐人员落实扫码、现场测温

和佩戴口罩等措施后进入就餐场所，做好餐厅的通风消毒工

作；自行举办 5 桌以上宴会等聚餐活动的个人，须向属地村

（社区）报备，落实属地疫情防控规定。

（二）强化公共场所和重点单位防控。公共场所严格落实

戴口罩、测体温、查验健康码和行程卡、通风消毒、保持 1 米

以上社交距离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影剧院、网吧、棋牌

室、歌舞娱乐场所等密闭公共场馆严格“限量、预约、错峰”

要求，接待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景区做好饮水、食品

和环境卫生工作，保障群众旅游活动正常进行。商超、农贸市

场、酒店、餐馆、宾馆、民宿、学校、建筑工地、企业、养老

福利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单位落实疫苗加强针接种，强化健

康监测和核酸抽检，执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监所继

续实施封闭管理。养老机构、福利院、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等规

范健康管理。各级各类学校精准有序安排学生离校，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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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校师生寒假生活，并做好疫情防控。餐饮经营单位严格做好

堂食防控，控制就餐人数，倡导自助点餐、公筷公勺。

（三）全力推进疫苗接种。各县（市、区）要继续压实责

任，加强政策宣传,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工作。积极

稳妥开展 3-11 岁人群疫苗接种，力争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全

程接种。进一步做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查漏补种工作，优化

疫苗接种服务，确保接种安全。

（四）做好冬春季重点传染病防控。各县（市、区）要严

格按照《关于加强做好 2021-2022 年全市冬春季重点传染病防

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坚持多病同防，严格落实呼吸道、肠道

等疾病患者的症状监测和病原检测，加强流感等冬春季重点传

染病和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分析、预警，掌握疫情动态，及

时有效处置突发疫情。统筹做好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和流感、

肺炎等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降低新冠肺炎和流感等疾病的叠

加风险。

（五）强化宣传引导。多渠道开展科普宣传，提高市民自

我防护意识，引导市民养成戴口罩、常通风、勤洗手、不聚集、

公筷制、分餐制、咳嗽打喷嚏时注意遮挡、保持 1 米以上社交

距离等良好习惯，出现健康状况异常，在做好个人防护前提

下，及时正确就医。加强舆情监测，及时回应社会热点，做好

正面解答。

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1—

（一）保持指挥机构高效运行。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要始

终处于激活状态，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工作专班

有效运转。加强指挥调度，确保一旦出现突发疫情，能够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派出工作组，提级管理，做到快速响

应、快速决策、快速处置。

（二）做好人员、场所和物资准备。按照要求配备流调、

采样、消杀、转运、机动等应急队伍，根据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对大培训工作要求，有序组织对各级指挥部指挥长、集中办公

人员和成员单位管理者及相关专业人员开展大培训、大练兵活

动，严格落实口岸、集中隔离场所、医疗卫生机构等高风险岗

位培训合格上岗制度，切实提高疫情防控专兼职人员防控能力，

提升疫情处置应对水平。加强定点医院、后备医院的建设和管

理，及时按照定点医院要求改造达标，配备足够床位数和相关

医疗设备，完善定点医院腾空方案，确保一旦有疫情，能第一

时间启用。严格按照属地常住人口 20 间／万人标准储备集中隔

离场所。做好核酸检测能力储备，依托现有资源合理配备核酸

快速检测设备。落实医疗应急物资储备保供属地责任，优化储

备保供品种，加强物资库存管理，及时轮换更新，确保物资储

备充足。

（三）强化应急响应速度。按照“逢阳必报、逢阳即报、

接报即查、先管后筛”原则，一旦发生本土疫情，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要迅速提级指挥，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处置，按照《关



—12—

于全面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湖北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区域管理细则》、《湖北省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应对

处置工作指南》等要求，立即组织专家开展疫情分析研判，5

小时内划定中高风险地区并对外发布，24 小时内落实风险人员

排查、区域管控、集中隔离、第一轮核酸筛查等应急处置措

施，严格限制人员流动，严防疫情跨区域传播，以最快速度控

制疫情。

（四）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各县（市、区）、各部门要

依托国家级和省级疫情防控管理平台，重点突出对省级“人员

排查登记系统、湖北省新冠肺炎信息登记系统、湖北省疫情防

控集中隔离康复管理系统、湖北省核酸检测信息系统、湖北省

进口冷链食品信息化追溯系统”的应知应会、应录尽录和应用

尽用，发挥数据信息化作用，避免人工多渠道收集、汇总、统

计，提升疫情防控流调和风险人员排查的及时性、精准性。

八、依法开展督导检查

（一）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各县（市、区）各单位要严格

按照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的《黄石市新冠肺炎常态化疫情防

控风险排查方案》要求，及时开展“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

点环节、重点人员”风险排查，检查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查找

风险漏洞，及时督促整改。各县（市、区）各单位要在两节之

前完成一轮排查。

（二）加强专项督查自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督查专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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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行业主管部门要以明查与暗访相结合，定期或不定期开展

重点场所和重点环节专项督查。各县（市、区）要根据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能力评估表，认真开展全面自查和专项督查，确保

各项工作全面完成。对发现的问题和风险及时反馈，督促立行

立改。对典型问题要予以通报，以案警示，举一反三，吸取教

训，及时补齐短板漏洞。

（三）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和行业主

管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督执法检查力度，重点检查传染病防治法

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落实情况。突出对公共场所、重点单位、

密闭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国家卫生标准和防控措施落实的监督

检查。对不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

人员责任。

附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能力评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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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能力评估表
项目 能力标准

应急指挥能力

1.各级指挥部办公室 24 小时值班值守；

2.指挥部办公室、各专班备勤人数，以县为单位，不低于 20 人；

3.每日有指挥部领导带班，30 分钟内能赶赴现场指挥。

疫情分析研判能力
1.有疫情分析研判队伍，每日研判国内外疫情形势和本地疫情数据；

2.有疫情信息平台，实现上下联通，部门间数据互通共享。

风险人员协查能力

1.区域协查专班 24 小时处于备勤状态，以县为单位，备勤警力不少于 10 人；

2.密接、次密接在 4小时内集中隔离到位；

3.一般接触者、时空伴随者在 6小时内排查管控到位；

4.重点地区驻留人员在 8小时内排查管控到位。

流调能力

1.流调队伍数量不低于鄂防指办发〔2021〕91 号文件要求；

2.流调队伍 24 小时处于备勤状态，以县为单位，备勤人员不少于 30 人；

3.每周开展不少于 1次的培训演练。

核酸检测能力

1.具备完成全员大规模核酸检测任务能力（2日内完成）；

2.核酸检测结果及时反馈（急诊 2小时内、普诊 6 小时内）；

3.核酸检测信息化系统对接到位，按时上报检测数据。

消杀能力

1.有签约的专业消杀队伍；

2.具备预防性消毒、随时消毒和终末消毒效果评价能力；

3.消杀物资储备能保证市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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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隔离能力

1.以县为单位，不少于 20 间／万人的人口规模储备隔离房间；

2.集中隔离场所工作人员持培训合格证上岗；

3.集中隔离场所按照医务人员与隔离对象不低于 2:50 的比例配备医务人员，最少不低于 4人；

4.集中隔离场所具备防感染防外溢的设备设施。

救治能力

1.定点医院具备 24 小时整体腾空转化能力；一旦出现 10 人以上确诊患者，定点医院床位数要达到 500

张以上；

2.以县为单位，不少于 2台负压救护车处于备勤状态；

3.发热门诊全天候接诊；

4.医用防护物资储备不少于 30 天的使用量。

火车站、汽车站、高速

服务区、文旅等重点场

所防控能力

1.落实疫情防控“五有”措施（有疫情防控指南、有防控管理制度和责任人、有防护物资储备、有属地

医疗卫生力量指导支持、有隔离场所和转运安排等措施；

2.按要求开展重点地区来（返）黄人员排查，及时在“人员排查登记系统”录入信息；

3.应用技防（或设备）手段开展人员排查工作。

社区防控能力

1.市县两级有社区（村）防控工作方案；

2.社区（村）配备“1+N”排查力量；

3.有社区（村）疫情防控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台账;

4.人员排查信息登记系统以社区（村）为单位应用全覆盖。排查处置、信息反馈日清日结;

5.具备公众个人防护监测能力，定期公布个人戴口罩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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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12月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