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2022年11月24日

星期四

Z

ONG

E

H

综合

新闻

编辑／版式 安占明 校对／孟瑜

本报讯 今日， 云岩区疫情联

防联控指挥部发布通告，根据云岩

区当前疫情防控实际，为切实保障

广大居民朋友身体健康，云岩区疫

情联防联控指挥部决定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 -26 日在云岩区高风

险区和部分临时管控区域内开展

核酸筛查。

筛查筛查区域和时间如下：

1.�高风险区：云岩区渔安街道

渔安新城 B2� 栋、B3� 栋、B12� 栋、

B13�栋、B14�栋、F27�栋， 云岩区黔

灵镇东山村煤矿村民组 136 号，以

上高风险区实行“足不出户、上门服

务” ，筛查时间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2.�临时管控区：渔安街道（渔

安新城〈除高风险区外的区域〉）、

文昌阁街道（东山菜场至阳明祠沿

线）和黔灵镇（西瓜村、东山村〈除

高风险区外的区域〉）， 筛查时间

为 11 月 24 日 -26 日 （每日 7:

00-14:00）。

3.� 即采即走区：旭东路、宝山

北路、水东路、北京东路的合围区

域，筛查时间为 11 月 24 日 -26 日

全天。

筛查区域内全体人群（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包括但不限于本地

常住人口、暂住人口、临时流动人

口、外籍人口等。

筛查要求：（一） 广大居民朋

友参加核酸采样时应规范佩戴口

罩，以家庭为单位，每次排队不超

过 5 个家庭，每个家庭保持 5 米以

上距离，不聚众交谈，防止交叉传

播风险。

（二）核酸采样筛查时，48� 小

时内接种过新冠肺炎疫苗的，不参

与核酸筛查，但须向街道（镇）和

居（村）报备。

（三） 有发热 （体温≥37.3�

℃）、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或

丧失、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

痛、 腹泻等症状的人员不在村

（居）采样点进行核酸筛查，应主

动告知村（居）或现场工作人员，

并按照属地的安排进行核酸筛查。

因高龄、卧病在床等行动不便不能

参加核酸筛查的人员，家属可向村

（居）报备，由工作人员进行上门

采样。

（四）核酸筛查期间，广大居

民朋友应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各项

规定，积极履行个人义务，居家等

候，按照镇、街道工作人员安排，主

动配合核酸采样。 对拒不配合、不

支持核酸采样筛查工作、 扰乱秩

序、瞒报、谎报、伪造信息的人员，

将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云岩区部分区域开展核酸筛查

今起三天———

广大市民朋友：

11 月 23 日， 清镇市发现 1

例核酸检测结果异常人员。为有

效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策略，切实做好清镇市疫情防

控工作，现紧急寻人通告如下：

一、 有以下活动轨迹的人

员，立即向清镇市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社会防控组

及居住地所在属地乡 （镇、街

道）报备，同时规范佩戴口罩，

不去人群聚集场所，避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立即点对点回到现

住所等待进一步通知。

（一）2022 年 11 月 21 日

11 时 30 分至 18 时 50 分、11 月

22日 8时 30分至 14时，曾在新

店镇有关区域 （东至王庄收费

站、S211 省道蚂蟥井，南至上袁

家沟， 西至贵黔高速鸭池河大

桥，北至鸭池河合围区域）向流

动贩鱼车辆 （贵 CP703A 双排

座小型货车） 鱼贩买鱼及围观

的居民；

（二）2022 年 11 月 22 日

14 时至 18 时 40 分， 曾在王庄

乡有关区域 （东至 S211 跳蹬

河、贵黔高速公路大坪，南至郑

家坝，西至王庄收费站、S211 省

道蚂蟥井， 北至勾腰坡合围区

域） 向流动贩鱼车辆 （贵

CP703A 双排座小型货车）鱼贩

买鱼及围观的居民；

（三）2022 年 11 月 22 日

18 时 40 分至 19 时， 曾在暗流

镇有关区域（东至猫跳河，南至

S210 马场坝，西至白龙坡、S211

省道蚂蟥井，北至鸭池河合围区

域） 向流动贩鱼车辆 （贵

CP703A 双排座小型货车）鱼贩

买鱼及围观的居民；

（四）2022年 11月 23 日，

曾在卫城镇有关区域 （东至贵

黔高速陈家湾，南至铝城大道干

井坝，西至贵黔高速大坪，北至

猫跳河合围区域）活动：7 时 30

分在梅记味聚源带皮牛肉粉馆

就餐，8 时左右在卫城镇交警队

旁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8 时 30

分在卫城镇寻味贵州核酸采集

点核酸检测，19 时 20 分曾在卫

城镇交通南路老友坊自助火锅

餐馆就餐的居民。

（五）2022 年 11 月 23 日 9

时 30 分至 18 时 40 分， 曾在暗

流镇有关区域（东至猫跳河，南

至 S210 马场坝， 西至白龙坡、

S211 省道蚂蟥井， 北至鸭池河

合围区域）向流动贩鱼车辆（贵

CP703A 双排座小型货车）鱼贩

买鱼及围观的居民。

二、 有以上活动轨迹的人

员， 请切实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如出现发热、 干咳、 乏力、嗅

（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

结膜炎、肌痛、腹泻等不适症状

时，立即做好个人防护就近前往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就医途

中全程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并主动向接诊医生告

知接触史。

三、 请广大市民朋友不信

谣、不传谣、不造谣，加强自我防

护，积极配合清镇市疫情防控工

作。 因未及时报备或故意隐瞒，

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的，将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报备电话：

82572650（清镇市综治中心）；

82750299（暗流镇综治中心）；

82572037（卫城镇综治中心）；

82511534（新店镇综治中心）；

82700001、13668506937 （王

庄乡综治中心）。

清镇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

2022年 11月 24日

广大市民朋友：

11 月 22 日， 白云区发现 1

名核酸检测结果异常人员。为有

效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策略，做好白云区疫情防控工

作，现紧急寻人通告如下：

一、 有以下活动轨迹的人

员，立即向白云区疫情防控社防

组及居住地所在属地乡（镇、街

道）报备，并立即就近到核酸检

测点开展“三天三检” 核酸检测

（请主动向核酸检测点工作人

员告知活动轨迹，并向采样人员

要求单人单检），未出具核酸检

测报告前请严格执行居家健康

监测。已离开白云区人员请立即

向当地疫情防控社防组报备，并

配合落实相关疫情管控措施。

1.11 月 22 日 8 时至 10 时

30 分到过白云区都拉营黄码采

集点的居民。

2.11 月 22 日 10 时至 12 时

到过白云区沙文镇黄码采集点

（羊尖坡安置房）的居民。

二、 有以上活动轨迹的人

员， 请切实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如出现发热、 干咳、 乏力、嗅

（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

结膜炎、肌痛、腹泻等不适症状

时，立即做好个人防护就近前往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就医途

中全程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并主动向接诊医生告

知接触史。

三、 请广大居民朋友不信

谣、不传谣、不造谣，加强自我防

护，积极配合白云区疫情防控工

作。 因未及时报备或故意隐瞒，

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的，将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白云区社防组联系电话：

84616300

白云区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

2022年 11月 23日

清镇市紧急寻人通告

白云区紧急寻人通告

本报讯 本周五起，贵阳至都匀

方向高速通行有变。

贵州中交贵都高速公路建设有

限公司昨日发布 G76厦蓉高速（贵

都段）施工绕行公告。公告称，贵都

高速贵阳至都匀单向全封闭施工。

施工时间从 11 月 25 日（星期

五）上午 9：00 至 12 月 8 日（星期

四）上午 9：00。

贵都高速封闭施工期间，沪昆

高速（贵新段）前往都匀的车流量

将激增，该路段面临较大通行压力，

为保障公众平安畅通出行，根据周

边高速公路路网情况，推荐以下优

选路线。

贵阳市前往都匀绕行推荐路

线：

路线一：贵阳市白云区、观山湖

区、乌当区、云岩区、南明区、修文、开

阳车辆建议经贵黄高速前往都匀。路

线二：贵阳市花溪区、贵安新区、清镇

车辆建议经都香高速前往都匀。

过境车辆前往都匀绕行推荐路

线：

路线一：遵义、怀仁、金沙方向

车辆建议通过贵黄高速或瓮开高速

前往都匀。 路线二：黔西、大方、毕

节、赫章、云南镇雄方向车辆建议通

过贵黄高速前往都匀。 路线三：纳

雍、织金、普定、安顺方向车辆建议

通过都香高速前往都匀。路线四：六

盘水，云南昭通、曲靖方向车辆建议

通过都香高速前往都匀。

请途经车辆根据上述绕行路

线、路面提示牌、导航信息提示等提

前规划出行路线，遵守交通法规、安

全谨慎驾驶。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明日起———

贵阳至都匀方向

高速通行有变

11 月 23 日， 生态环境部公布 10 月和前 10 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其

中， 贵阳 10 月和前 10 月空气质量分别排名 168 个重点城市第 9 位、 第 5

位。 图为天蓝水碧的观山湖公园（资料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前10月空气质量

贵阳排名全国第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