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如非必要不要前往喀什
省疾控中心发布提醒：确需前往的，请务必提前向所在社区和工作单位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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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省疾控中心发布疫情防控建议

紧急提醒

多颗、半口/全口缺牙患者招募
种4颗能抵14颗，费用省2/3

“吃颗糖，就把牙齿粘掉了。”有些半口/全口
缺牙的老人家虽然镶了活动假牙，但是面对坚
果、排骨、牛肉咀嚼起来还是很费劲的，更别提恢
复得跟自己牙齿一样了。就算现在种植牙技术
日趋成熟,许多老人仍犹豫要不要去做种植牙。

中诺口腔院长刘博闻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专家）表示，老人种牙犹豫
不决，主要原因是对种植牙不了解，怕疼、怕种了
会掉、怕费用高。中诺口腔立得用种植牙,则可
以让老人无后顾之忧。立得用种植牙是全数字
化的种植技术,采用微创技术,只需切开米粒大小
的切口。就能植入种植体，术中运用了舒适麻
醉，患者感觉不到疼痛，术后也只会有轻微的酸
胀感。对于半口/全口缺牙，立得用种植运用

“W”架桥原理,只需 2 竖 2 斜植入 4 颗种植体,再
在上面安装“拱形”连桥牙冠,就能恢复半口好
牙。植入种植体减少，费用自然减少,现在还有
厂家补贴，可以节省2/3的费用。

如有极度骨缺失、骨质疏松症、牙周病等问
题可以做种植牙吗？回答是肯定的。在刘博士
的电脑里，有不少特殊的成功种牙案例。他们中
有很多是 80以上的高龄、牙槽骨流失严重的缺
牙患者。

中诺种植医师团队实力雄厚,除了本院种植
医师,还长期有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种植医师定
期开展学术交流，为疑难种植案例提供国内外权
威种植医师的联合诊疗,让缺牙患者享受与国际
同步的种植技术。

活动

征集半口/全口缺牙案例
北京口腔博士现场示范数字化种植

本周三（28日），湖南省疑难种植案例中心将
落户长沙中诺口腔，北京口腔博士将亲自示范数
字化种植。凡是半口/全口缺牙的患者都可报名
参加征选，选中即免除博士亲诊费，因筛选需提
前来院拍口腔CT、抽血检查，请广大患者抓紧时
间报名。

报名参加即可获得以下优惠：
口腔检查8项全免
全口半口至少30000元惠民种牙补贴
单颗种植牙补贴3480-10800元
报名热线：8563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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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楼山后社区调为低风险区
据新华社电 青岛市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26日发布公告，将
楼山后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公告称，截至10月26日，青岛市李沧区楼山
后社区已连续 14天内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达
到解除中风险地区的条件。经青岛市委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研究
决定，将楼山后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
地区。

据山东省卫健委此前通报，两名新冠肺炎病
毒感染者在青岛市胸科医院隔离观察期间，离开
封闭病区做 CT 检查，因防护、消毒不规范致使
CT室被病毒污染，进而传染了次日上午到同一
CT室检查的住院患者和陪护者，并将病毒带入
结核病区，导致疫情在院内传播，共有 13人先后
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随后，青岛市将青岛市胸科医院所在的楼山
后社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记者了解到，13例确诊病例中已有3例治愈
出院，另外10例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北京推广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平台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6日从北京市市场监管

局获悉，为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进一步
加强对进口冷链食品监管，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
合北京市商务局发布通告，推广应用“北京市冷
链食品追溯平台”（下称“北京冷链”），以实现对
进口冷藏冷冻肉类、水产品的追溯管理。

通告要求，北京市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应在“北京冷链”中完成主体用户注册，并自
2020年11月1日起，使用“北京冷链”如实上传进
口冷藏冷冻肉类、水产品来源、流向等追溯数据，
落实电子追溯码赋码、贴码等。已有自建追溯系
统的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可采取批量导
入或系统接口等方式上传数据。

不仅如此，“北京冷链”实行“首站赋码”管
理，即从京外采购进口冷藏冷冻肉类、水产品并
运入北京的本市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作
为首站，在“北京冷链”中上传相关产品品种、规
格、批次、产地、检验检疫等追溯数据，并使用“北
京冷链”按批次为相关产品进行电子追溯码赋
码。如产品包装上已有符合GS1编码和追溯标
准的追溯码，则无需另行赋码。

据了解，“北京冷链”目前已上线运行并提供
多种登录方式，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进口冷藏冷冻
肉类、水产品时，可通过微信、支付宝中的“北京
冷链”小程序扫描产品包装或销售货柜上的电子
追溯码，更加便捷地查询所购食品的质量安全和
产品追溯信息。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
冷链”通过实施“首站赋码、进出扫码、一码到底、
扫码查询”的管理模式，力求做到“来源可追，去
向可查”。对未上传追溯数据的相关产品，北京
市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做到不采购、不
销售、不使用。

每年11月到次年3月是流感高发期，疾控
专家建议最好在 10 月底前完成流感疫苗接
种。然而，由于今年流感疫苗“抢手”不少人至
今还未接种流感疫苗怎么办？湖南省疾控中
心专家提醒，市民要均衡饮食，提高抵抗力，做
好个人防护，谨防流感。

建议以下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医务
人员，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

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托幼机构、中
小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监所机构的在押人员
及工作人员，60 岁及以上老年人，6 月龄至 5
岁儿童，孕妇，6 月龄以下儿童家庭成员和
看护人员，慢性疾病患者等人群。除了接种
疫苗，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是预防流
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

记者张树波

本报长沙讯 10月26日，湖南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发提醒，近期如非必要，不要前往新
疆喀什。

省疾控中心的疫情防控建议如下：
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新疆发布的疫情情

况和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10 月 10 日以
来，有喀什地区旅居史返湘人员，请主动拨打
各市州防疫指挥部咨询热线，主动向所在社区
（村）报备相关情况，接受社区健康管理并按要
求进行核酸检测，主动配合当地政府的其他相
关防控措施，并随时关注自己的健康码。如果
健康码为红码则立即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如果健康码为黄码或者绿码，则根据核酸检测
结果落实相应防控措施。

10月10日以来有喀什地区旅居史的市民朋
友，在接受社区（村）健康管理的同时要注意做好
自身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咳嗽、腹泻、乏力等
症状，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村）和工作单位报
告，并及时佩戴医用口罩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
诊，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史、接触史等情况，便于及
时排查，就医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0月26日起，从新疆喀什地区乘坐火车、
飞机等交通工具入（返）湘时，要主动配合疫情
防控人员进行健康码查验。返湘后主动向所

在社区（村）报备，实行隔离医学观察，不参加
集体性活动，一旦出现发热等症状，应立即到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并如实报告相关旅居
史和接触史。

近期如非必要，建议市民朋友不要前往新
疆喀什地区旅行及出差。确需前往的，请务必
提前向所在社区（村）和工作单位报备，并做好
个人防护；从喀什返湘后，应主动向所在社区
（村）和工作单位报备相关情况并配合开展核
酸检测和健康监测措施，主动配合当地政府的
其他相关防控措施。

秋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国内疫情偶有发
生，请大家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增强
健康防护意识。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儿童
及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人群，要加
强自身健康防护，及时接种流感、肺炎等疫苗；
前往公共场所时，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勤洗
手、常通风、不聚集，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社交
距离；注意饮食卫生，对于冷冻食品，购买回家
后，可用75%酒精对冷冻食品包装表面进行消
毒，加工时做到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使用公筷
公勺，确保食品安全。

记者张树波 通讯员蔡富文 张斯钰

据北京日报报道 近日，新疆喀什地区疫
情引发高度关注。此次疫情源头何在？记者
梳理了多位专家的解读。

“可能大多处于疾病早期”

10 月 24 日，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对“应
检尽检”人员进行定期检测中，发现 1例新冠
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为 1 名 17 岁女子。25 日
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健委通报称，通过对
该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
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截至 10月 25日 14时，
137 人呈阳性，均与第一例病例父母所在的
三村工厂相关联。经专家诊断，均为无症状
感染者。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流行病学
家姜庆五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从规模上
来看，137例阳性病例意味着可能已经出现了
不止是一代、二代病例，他认为，该 17岁女子
更像是一个三代病例。

不过他也表示，好在阳性病例皆与 17岁

女子父母所在工厂相关，这说明疫情传播现
在还在一定范围内，希望不出现更大范围社
区传播。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王广发表示，新冠病毒的感染者一般在出
现症状前的2天即可查出阳性，所以出现这种
情况，一方面可能因为这些病人大多数处于疾
病早期，二是由于当地反应比较迅速，可能在
病人出现症状前已经追踪到。

王广发表示，真正的无症状感染者是指自
感染新冠病毒后从始至终没有症状，根据以往
经验，这类病人比例比较少，绝大多数还是有
较明显的发烧、呼吸感染等症状。他预计，此
次喀什的138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可能有很多
人会在隔离期间出现症状。

从喀什离开的人流向哪？

据喀什市委宣传部数据显示，今年中秋节
国庆节期间喀什全市共接待游客 74.42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2355.34万元。喀什古城景

区接待游客累计 8.9万人次，10月 4日接待游
客达到1.5万人次，创单日接待游客最高纪录，
喀什香妃园景区国庆节期间接待游客累计3.4
万人次。

据健康时报记者查询迁徙地图看到，从
10月10日至10月24日，喀什地区热门迁出地
前三位分别是新疆乌鲁木齐、青海海东市以及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三地迁出人口
比例超过迁出人口的 70%。前 10 热门迁出
地，除新疆、青海和甘肃所辖地区外，仅有陕西
西安上榜。

至于谁是“零号病人”，国家卫健委专家
组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
王贵强说，该 17岁女子父母将病毒从工厂带
回，传染给女儿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
17 岁女子感染后将病毒带给父母的可能
性。因此，需要对现在所有感染病人进行分
析，“可以通过抗体产生水平来初步判断感染
顺序的先后，最好做基因测序溯源，可能会提
供更准确线索”。

喀什或出现三代病例

据人民日报报道 10月 26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喀什地区
疏附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有
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发布会上，喀什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王希江介绍，截至 10月 26日 16时，新疆
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6例，均在疏附县。

王希江介绍，自治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果断决定以疏附县为重点、在喀什地区开展全

民免费核酸检测，并第一时间抽调自治区和阿
克苏、和田、巴州、昌吉等地核酸检测力量火速
支援喀什地区。

在自治区和有关地州市支援检测队的大
力支持下，喀什增加单日 12.2万管、61万人核
酸检测能力。

从全地区抽调2938名医务人员组成16支
检测队，支援疏附县进行核酸检测，各县市同
步组织 4110支、1.1万人核酸采样队开展全员
检测。疏附县需检测总人数 24.52万人，截至

10月 26日 16时，已全部完成检测，除新增 26
人呈阳性外，尚有 5 个混管正在进一步复检
中，其余均为阴性。

截至10月26日16时，喀什地区需检测总
人数 474.65万人，累计采样人数 447.17万人，
已出结果213.36万人，除疏附县检测出的无症
状感染者 26例外，其它县市均为阴性。我们
将全力抢抓时间，进一步完善工作流程，最大
限度提升检测能力，确保 27日喀什地区完成
全员核酸检测。

喀什方向人员进京
须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据央视报道 26日晚，在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172场新闻发布会
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
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为严密防
范疫情输入风险，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
协调机制已启动喀什方向人员进京的必要管
控措施，提示目前在喀什人员近期非必要不进
京，因重要公务或个人急特原因确需进京的，
须持抵京前 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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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码“绿
码”，抵京后严格落实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
民航、铁路、公路进京通道将实施有关查验工
作，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和配合工作。

外交部提醒：
尽量避免跨境旅行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领事司26日通过“领
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
民尽量避免跨境旅行。

消息说，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反弹明
显，多国宣布进入“第二波”疫情并收紧防疫
措施，中国公民海外出行面临更大健康和安
全风险。

外交部郑重提醒，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
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发布的安全提醒和海外
疫情信息，充分评估当前国际旅行可能带来
的交叉感染、滞留国外、隔离期长等严重风
险，坚持“非必要，不旅行”原则，在国内的尽
量避免出国旅行，在国外的尽量避免长途跨
境旅行，并做好疫情防控。

确需出国的留学、经商、务工等人员，妥
善安排个人行程，关爱自身健康安全，行前务
必详细了解目的国入境、中转、疫情防控等政
策，充分掌握疫情防控与健康知识，并提前做
好相应充分准备。海外中国公民如遇紧急情
况，可联系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寻求领事保护
与协助。

喀什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6例

这几类人建议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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