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1月6日
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
版）》。第十版诊疗方案有哪些调整？如何做
好诊疗“关口前移”和重症患者救治？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热
点问题作出回应。

新版方案按照“乙类乙管”进行优化完善

“第十版诊疗方案的核心理念是对新冠
病毒感染按照常规‘乙类乙管’传染病管理方
式进行病人管理和救治。”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说，一是在收治措施方
面，不再要求病例进行集中隔离治疗；二是出
院标准中不再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另外，方
案进一步丰富和优化了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措
施、技术手段。

当前，医疗救治是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
当务之急。郭燕红介绍，方案主要从四个方

面借鉴我国三年来临床救治的经验进行优
化。一是强化“关口前移”，对轻症病例也早
期介入，加强对症和支持治疗，防止轻症转为
重症；二是进一步规范重症患者诊疗，完善相
关预警指标；三是坚持中西医结合；四是强化
新冠病毒感染与基础性疾病共治理念，通过
多学科会诊，促进患者全面恢复健康。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
要严格按照第十版诊疗方案，科学、规范开展
诊疗工作，提高治愈率，降低重症率和病亡
率。

高危人群判定标准优化后更符合临
床实际

“目前，感染奥密克戎毒株后，总体致病
力下降，但仍有一部分有基础病、没有打疫
苗、免疫功能低下的老年人容易出现重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表

示，为了更好指导临床实践，第十版诊疗方
案将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病例定义为由新
冠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为主要表现的重症
病例。

方案将重型和危重型高危人群判定年龄
标准从大于 60岁调整为大于 65岁。王贵强
表示，这是因为在临床实践中发现 65岁以上
患有基础病、没有打疫苗的人群重症化和危
重症比例更高。但不管是大于 60岁还是 65
岁，伴有基础病的、没有打疫苗的老年人都需
要进行早期干预和观察，及时发现问题并转
送上级医院进行救治。

实施“关口前移”重在基层 增强中医
药对重症救治针对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实施“关口前移”防
治策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市朝阳区劲
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永锦介绍，该中

心充分发挥家庭医生作用，摸清底数，共享台
账，识别潜在的高风险人群。同时，密切与医
联体医院包括综合医院上下联动，线上与专
家建立会诊、线下保证绿色转运通道，确保急
危重症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我国疫情防
控的独特优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司
长贾忠武说，在重症、危重症救治中，中医积
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在第十版诊疗方案中得
到了充分体现。方案通过增加“随症用药”方
法，增强对重症救治的针对性，同时，提出较
为完整的儿童中医药治疗方案，明确了轻型、
中型患儿的中医证型，给出了相应的中药处
方和儿童服药方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
清泉表示，针对危重症的脓毒症、休克、多器
官衰竭等情况，中医救治手段是一套“组合
拳”，可以综合运用针灸、中药汤剂等多种方
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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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B系列变异株会引发大规模流行吗？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如何保障？抗病毒药物、
球蛋白有必要囤吗？……针对当前公众关切
的诸多疫情热点问题，“新华视点”记者采访
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进行解答。

一问：XBB系列变异株会引发大规
模流行吗？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表
示，近三个月以来，我国已监测到BF.7、BQ.1、
XBB传入，但BQ.1和XBB在我国尚未形成优
势传播。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我国目
前本土流行的新冠病毒绝对优势毒株是
BA.5.2和BF.7，个体在感染后产生的中和抗
体，在短期内（3个月）会维持相对较高水平，
预期对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分支（包括XBB）
有较好的交叉保护作用。我国短期内由XBB
系列变异株引发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低。

针对网传XBB毒株会引发呕吐和腹泻症
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
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表示，一些新
冠病毒感染者确实有呕吐和腹泻症状，通常1
至 3天可以自行缓解，没有发现XBB毒株更
容易侵犯心脑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

专家建议，在防护方面，和预防其他奥密
克戎亚型病毒感染一样，个人还是要做好自
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坚持规律作息，经常开
窗通风，保障健康饮食，提高机体免疫力，做
好自我健康监测，适量储备家庭常用药。

二问：感染后还有没有必要接种新
冠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
说，目前来看，单纯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力，
不如感染加上接种疫苗产生的混合免疫力保
护作用强，所以后期如果需要接种疫苗的话，
建议还是要接种疫苗。

按照目前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规定，如果感染了新冠病毒，感染时间和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时间应间隔6个月以上。

王华庆说，研究表明，通过接种加强针，
可以唤起机体的免疫记忆细胞，也会提升抗
体水平，进一步巩固对重症和死亡的预防作
用。所以，没有完成加强免疫的人群，只要符
合接种条件，应尽快按照免疫程序的规定完
成加强免疫，以起到更好的保护效果。

三问：布洛芬等药物如何科学使用？

一些人在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过程中，因
用药不当导致损伤。安全科学用药事关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主任张波介绍，解
热镇痛类药物，比如常用的布洛芬、对乙酰氨

基酚，是对症治疗的药物。一般来讲，患者用
1至2天就能退热，加上患者身体疼痛控制住
后，就可以停药了，不需要长期服用。

一般而言，选择一种解热镇痛药就可
以。很多解热镇痛药含有的成分相同或类
似，如果选择多种解热镇痛药联用，可能会导
致药物过量。患者在使用前一定要认真阅读
说明书。

张波介绍，通常讲的抗生素一般指抗菌
药物，是只针对细菌引起感染的治疗药物，对
于治疗病毒引起的感染是无效的。在临床
中，有些患者合并一些细菌感染，或者是新冠
病毒感染后引起继发性细菌感染；这种情况
下，可以合理选择抗生素，但要经过血常规检
查等严格评估。

四问：抗病毒药物、球蛋白有必要囤
吗？

近来，一些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抗
病毒药物被冠以“特效药”之名，引发不少网
民关注和抢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童朝晖说，目前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
药。一些抗病毒药物能够抑制、干扰新冠病
毒复制，但在使用时存在很多注意事项，一定
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使用，不建议公众囤
药并自行在家使用。

童朝晖介绍，对于重型、危重型高危人
群，如高龄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这些抗病毒药
物可以有效降低重症率，但在青壮年等没有
高危因素的人群身上使用是无效的。而且这
些药物需要在病程早期使用，发病 5天内特
别是48小时内使用效果更好。

针对网民求购的另一种药物静脉用丙种
球蛋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
王贵强介绍，静脉用丙种球蛋白能够减少炎
症反应，但只建议在治疗重症病人时使用，而
且要在出现炎症因子风暴等特定情况下使用
才有效果，不适合在家里使用，也没有预防新
冠感染的作用，同样不建议在家里储备。

五问：如何科学做好血氧监测？

王贵强说，老年人、有基础病人群等高危
人群要特别注意血氧指标，建议有这类人群
的家庭配备指夹式脉搏血氧仪，如果监测数
值低于 93％，要及时就医检查。在居家环境
中，如果血氧饱和度降低，有条件的可以在家
里吸氧，避免低氧诱发一系列基础病的加重。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徐凯峰提醒，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应特
别注意观察血氧饱和度是否明显下降；尤其
是降到 90％以下时，可能已出现严重肺部受
损，一定要及时就诊。

目前，多地正组织为老年人等高风险人
群发放指夹式脉搏血氧仪，指导居家自测血

氧饱和度。
针对价格相对昂贵的制氧机等氧疗设

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1月3日印发
《关于做好新冠重点人群动态服务和“关口前
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养老机构配备数量适宜的氧气袋、氧
气瓶以及制氧机等设备，确保能够及时为门
诊患者、居家治疗患者及养老机构老年人提
供氧疗或氧气灌装服务。

六问：为什么一些感染者康复后会
“复阳”？

“复阳”是指感染者在同一感染周期中两
次出现阳性结果，与二次感染不同。

王贵强介绍，“复阳”应该叫再检出，实际
上病毒核酸还持续存在，只是因为检测方法
和采样方法及排毒的间歇性，导致“时阳时
阴”的情况，是否“复阳”应该用核酸检测作为
标准。

王贵强说，从传染性来看，既往大量研究
并没有在“复阳”的病人体内分离到病毒，也
没有发现其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从危害性
来看，“复阳”的人群基本没有症状，只是核酸
阳性，个别患者会出现咳嗽等残留症状。

七问：转阴后久咳不止如何缓解？

“近期，大多数感染者表现为发热、咽痛、
咳嗽等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很多人转阴
后咳嗽仍会迁延较长时间。我们一般认为，
超过三周以上的就是亚急性咳嗽，其中，最常
见的是感染后咳嗽。”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
副主任林江涛说。

林江涛介绍，感染后咳嗽的成因，是上呼
吸道感染时造成支气管黏膜的损伤或感觉神
经裸露，从而对外界各种刺激的敏感性增
高。因此，气温的降低、吸烟的烟雾、厨房油
烟等物理和化学性刺激都有可能引起剧烈咳
嗽。

“转阴后的咳嗽敏感性增高并不是感染，
这个时候既不需要抗病毒，也不需要抗菌药
物治疗，可以自行恢复。”林江涛说，感染后咳
嗽的患者要避免各种对呼吸道的刺激性因
素。如果症状重，影响到工作、学习和休息，
可以到医院就诊，医生一般会对症采用止咳
药物进行治疗，一些中成药的效果也非常理
想。

八问：康复期有哪些注意事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
清泉介绍，新冠病毒感染者进入康复期或者
康复末期，要保持平和心态，饮食以清淡、易
消化的为主；同时，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睡眠。

北京安贞医院常务副院长周玉杰表示，
更好度过康复期，不能突然剧烈运动。有氧

运动会导致心率加快，耗氧量增加，过度的无
氧运动也会造成乳酸堆积。同时，也要“动静
结合”，不能躺着一点也不动，防止出现血栓
等栓塞性疾病。可以将运动标准下降到低于
原体能的1／3。

与此同时，要避免熬夜，戒烟戒酒，做好
生活方式管理。

九问：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如何保障？

农村地区群众用药和就医保障问题牵动
人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中央农村工作领
导小组近日印发《加强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要求各地重
点抓好农村地区防疫体系运转、药品供应、重
症治疗、老人儿童防护等方面工作，加强日常
健康服务，突出重点人群管理，有序疏导诊疗
需求，提供分级分类医疗卫生服务，最大程度
保护农村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聂
春雷介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物资保障组
建立了日调度制度，坚持全国一盘棋，每天统
筹调度药品和其他重点医疗物资。根据疫情
的发展，现阶段优先保障农村地区特别是农
村医疗卫生机构用药。

“相关部门制定了很多政策，支持有关企
业扩大产能，加班加点生产相关药品。同时，
加强供需对接，鼓励地方政府集中采购，加快
药品配送；坚持中西医结合，发挥农村地区特
色，充分利用中药，减轻基层就医压力。”聂春
雷说。

十问：春节人员流动高峰会否导致
疫情大规模传播？

“当前，‘小地方’的疫情传播不像大城市
这么迅猛，但传播的持续时间比较长。随着
春节人员的返流，可能会在当地引起一波输
入性高峰。”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
毛德智说，返乡人员在路途中一定要做好个
人防护，回乡后，刚开始几天跟老人、孩子接
触时，一定要戴好口罩，同时要勤洗手，尽量
少聚集、少聚餐。要随时关注自己的健康状
况，出现感染症状时，要及时到村卫生室、乡
镇卫生院就医或咨询，如果症状比较重或有
高烧等情况，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就
医。

“广大父老乡亲、农民朋友在做好个人防
护的基础上，还要积极参与村里的防疫工作，
尽最大努力把基层的防疫网络建好建强。在
有需要的情况下，如果有富余的药品或者医
疗物资，可以及时向邻里乡亲们提供帮助。”
毛德智说。

据（新华社）

当前疫情最新热点十问十答

房屋所有权证作废公告
权利人：沈树清，房屋坐落：

东 丰 县 朝 中 附 近 280 栋040442800000004，建 筑 面 积 ：20.57平方米，结构：砖木，房屋
总层数：1，所在层数：1，规划用
途：住宅，产权证：031498号。

上述房屋产权证由于保管
不善丢失，权利人申请公告作
废，在法定期限内未有人提出异
议，可以办理换证登记。

东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2023年1月11日
企业分立公告（存续分立）
经研究决定梅河口北方石

油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581MA17NLHF9F）采取存
续分立方式，分立为梅河口北方
石油有限公司和梅河口福源成
品油有限公司。分立后的梅河
口北方石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为 5950 万元，梅河口福源成品
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 万
元。

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本公司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
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分立。 特此公告。

联系人：温侠
联系电话：18946626676
联系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净

月区生态大街华荣泰7号楼6层
广东广和（长春）律师事务所。

梅河口北方石油有限公司2023年1月11日
遗失声明

吉林省鹰歌食品有限公司
（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220581MA14AJXY7R，法 人 ：
苏贵军）《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副本遗失，经营场所：吉林省
梅河口市张家 301幢 0号，许可
证编号：JY12225000081061，发
证日期：2017年12月20日，有效期
至2022年12月19日，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继承公告
不动产权人:张玉贵，坐落:

抚民镇北关村北关屯，建筑面
积:54平方米，用途:住宅，结构:
砖木，不动产权证编号:吉(2020)
辉 南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2554
号。陈丽萍继承该房屋，无其他
子女。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
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
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
为其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 盖洪学，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兴工村七委七
组，建筑面积:41.95 平方米 ，用
途:住宅，房权证号:辉房权证辉
朝字第 0057832 号。由妻子田
凤霞继承该房屋，其他继承人自
愿放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
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
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
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
部门将为其办理继承登记。特
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 苏长兰，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马家岭村八里
卜屯，建筑面积:106.03平方米，
用途:住宅，房权证号:辉房权证
朝字第 4000236 号，由子女苏高
贵继承该房屋，其他继承人自愿
放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
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
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
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
将为其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 房德林，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杉松岗新民街
三委 67 号，建筑面积:44 平方
米，用途:住宅，房权证号:房权
证杉城字第 2005067号(回迁房
屋坐落:民乐宜居二期 A10 栋 4
单元610 室，面积 51.76 平方米，
回迁协议编号:B0068)，由配偶
杜桂荣继承该房屋，其他继承人
自愿放弃。与此相关的利害关
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
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
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
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
产部门将为其办理继承登记。
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