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项目是国家财政保障的重大

民生项目， 是出生缺陷一级预

防的重要举措。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项目是通过为计划怀孕夫妇

提供免费的孕前检查及优生咨

询指导等服务， 帮助他们在怀

孕前找出可能影响胎儿健康的

不利因素， 采取综合手段把预

防出生缺陷的措施落实在怀孕

之前， 帮助计划怀孕的夫妇在

最佳身心状态下选择合适的时

机孕育健康宝宝， 从而真正达

到提高计划妊娠比例； 提高计

划怀孕夫妇优生科学知识水

平，增强孕前风险防范意识；改

善计划怀孕夫妇健康状况，降

低或消除导致出生缺陷等不良

妊娠结局的风险因素， 预防出

生缺陷发生， 提高出生人口素

质的目的。

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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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30 日，就近期

来（返）黔人员应知悉遵守哪些

防控政策，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进

行了集中解答。

根据政策，春运期间（1 月

28 日至 3 月 8 日），省外返乡人

员抵达我省农村地区前，须提前

3 天由本人或亲朋好友向当地村

委会进行报备，并携带 7 天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 抵达目的地

后，要实施 14 天居家健康监测，

每 7 天开展 1 次核酸检测。 进口

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接

触进口货物从业人员、隔离场所

工作人员、交通工具从业人员等

重点场所从业人员，须在来黔前

3 天， 由本人或亲朋好友提前向

当地社区（街道）进行报备，并

携带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省卫健委还就对中高风险

地区来（返）黔人员执行怎样的

防控政策、对境外来（返）黔人

员执行怎样的防控政策、重点场

所从业人员来黔应遵守哪些防

控规定、省外返回抵达农村地区

人员应遵守哪些防控政策等群

众重点关注的内容进行了解答。

另外， 省卫健委温馨提示：

为进一步做好我省春节期间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让大家度过一

个平安、祥和的新年，请近期有

意来（返）我省的朋友们提前知

悉我省相关防控政策，合理规划

出行计划。 请大家自觉遵守我省

疫情防控各项政策，积极配合当

地相关部门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坚持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离、注意个人卫生。

具体解答内容如下：

问：当前，我省对境外来（返）

黔人员执行怎样的防控政策？

答： 采取 “14 天集中隔离

+14 天居家隔离” 的原则实施管

控。 在此期间，将开展 5 次核酸

检测， 分别是入境当天或次日、

第 3 至 7 天、第 14 天、第 21 天和

第 28 天。

对于在省外首站入境的境

外来（返）黔人员，如在首站地

集中隔离不满 14 天， 入黔后需

补足 14 天 （时间自入境之日开

始计算）集中隔离，并按照上述

要求落实防控措施。 在黔无固定

居住地的，将在同一集中隔离点

落实 28 天隔离。

问：对中高风险地区来（返）

黔人员执行什么防控政策？

答：14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

旅居史的人员，将按照“14 天集

中隔离 +14 天居家隔离 +5 次核

酸检测” 的原则实施管控。

对于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

（州）（直辖市为区） 的低风险

地区来（返）黔人员，来黔后需

进行 1 次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

阴性的，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

防护的情况下可有序流动。

问：重点场所从业人员来黔

应遵守哪些防控政策？

答：春运期间，进口冷链食

品从业人员、 口岸直接接触进

口货物从业人员、 隔离场所工

作人员、 交通工具从业人员等

重点场所从业人员， 须在来黔

前 3 天， 由本人或亲朋好友提

前向当地社区（街道）进行报

备， 并携带 7 天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 （包括核酸检测报告或

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 “健

康通行码” ，下同）。

未携带 7 天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的，抵达目的地后，将由

当地社区（街道）工作人员陪同

其到就近核酸检测机构进行采

样检测，结果待出期间暂时居家

隔离。

问：省外返回抵达农村地区

人员应遵守哪些防控政策？ 居家

健康监测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春运期间（1 月 28 日至 3

月 8 日）， 省外返乡人员抵达我

省农村地区前， 须提前 3 天由本

人或亲朋好友向当地村委会进行

报备， 并携带 7 天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抵达目的地后，要继续实

施 14 天居家健康监测，每 7 天开

展 1 次核酸检测。

未携带 7 天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的，抵达目的地后，将由

当地村委会工作人员组织其到

就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或县级卫生健康部门指定

采样点进行核酸采样，送县级指

定核酸检测机构进行检测，结果

待出期间暂时居家隔离。 结果为

阴性的，继续实施“14 天居家健

康监测 +2 次核酸检测” 。

14 天居家健康监测， 即 14

天内在外出时须全程做好个人

防护，不参加聚会、聚餐等聚集

性活动。 每天自行进行两次体温

检测，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

咽痛等症状要立即报告当地村

委会。

本省重点场所从业人员及

本省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州）

低风险地区返乡人员按照上述

规定落实管控。

问：发热患者应遵守哪些防

控政策？

答： 一旦出现发热症状，请

勿不遵医嘱自行服用药物缓解

症状，须立即前往就近发热门诊

或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就诊。

全程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

问：我省对省内治愈出院人

员和省外治愈出院返黔人员执

行什么防控政策？

答： 我省对治愈出院的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采取“14 天集中康复隔离 +14 天

居家隔离 +1 年健康随访” 的原

则实施管控。

在外省被诊断为确诊病例

或无症状感染者的返黔人员，在

治愈出院返黔前 3 天，须由本人

或亲朋好友提前向当地社区（街

道、乡镇）进行报备。 抵黔后，请

配合当地防控部门做好各项防

控工作。

问：密切接触人员应遵守哪

些防控政策？

答：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的密切接触者，须按照“14 天

集中隔离 +14 天居家隔离 +5 次

核酸检测” 的原则实施管控。 密

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一律进

行 14 天集中隔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省卫健委解答近期疫情防控政策

春运期间，省外返乡人员抵达我省农村地区和重点场所从业人员来黔须提前三天报备

省卫健委通报关于山东省涉疫奶枣产品流入我省处置情况

截至 1 月 29 日已排查追踪接触者 720 人

本报讯 1 月 30 日，贵州省

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山东省涉疫

奶枣产品流入贵州省处置情况》

通报显示，经过对入黔产品进行

追查采样，在六枝特区、盘州市、

长顺县、瓮安县、册亨县、思南县

的奶枣样品中检出核酸阳性。

截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 24

时，全省已排查追踪接触涉疫产

品人员 720 人，均已按疫情防控

要求落实集中隔离管控措施并

开展核酸检测。其中，608 人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112 人结果待

出；已采集并检测相关外环境样

本 697 份，其中 641 份检测结果

为阴性，56 份结果待出； 对接触

涉疫产品相关外环境已进行全

面消毒处理。

据悉，2021 年 1 月 28 日，贵

州省卫生健康委收到省社防专

班通报，山东省枣庄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通报山东久旭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部分进口乳清粉及奶

枣产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呈阳性，目前枣庄市对该批涉疫

产品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触

者开展核酸及血清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 在深入排查产品流向

时，发现部分涉疫奶枣产品通过

线上渠道流入贵州省。贵州省卫

健委闻讯后迅速响应，对入黔产

品进行追查采样。

省卫健委相关专家表示，新

冠病毒在自然环境中一般存活时

间在 7 日左右，对热较敏感。在干

燥环境中， 病毒长时间存活的可

能性较小。 由于生产加工奶枣所

用的乳清粉为干燥、 常温保存的

非冷链食品， 该批涉疫奶枣从原

材料进口、 加工生产再到消费者

手中， 至今已在室温下保存长达

1 月有余，截至目前，山东及全国

范围内未见直接接触该产品引起

的病例报告， 也未见从该批产品

中分离出活病毒的报道。 虽然该

产品检出核酸病毒阳性， 但其传

染性较小，因此，由该产品引起的

新冠肺炎感染的风险不大。

省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不必

恐慌， 如有购买上述公司生产的

奶枣产品， 请主动向所在辖区的

疫情防控部门报告， 同时， 不信

谣、不传谣、不恐慌，增强自我防

护意识，坚持做好个人防护，保持

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少聚集

等良好习惯， 不要购买来源不明

的进口商品和食品， 不从中高风

险地区网购、海淘商品，携手巩固

我省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本报讯 记者 1 月 29 日从

贵阳公交集团获悉， 为保障春

运期间运力， 该集团组织了应

急车队， 储备的 20 台应急车辆

已到位。

据悉，目前，贵阳公交集团

已组织好人员和运力，确保满足

春运期间市民出行需求。 此次储

备的 20 台应急车辆将服从各片

区指挥部指挥，及时补充各线路

运力需求， 重点为贵阳火车站、

贵阳北站、贵阳东站、金阳客车

站、龙洞堡客站、白云北站之间

开行的 219、B224、229、261、262、

观山 8 路、 观山 7 路、270、271、

272、29、60 路等线路作好运力支

援准备，及时运送乘客。

春运期间，219 路公交车从

凌晨 5 时起采取贵阳火车站至

金阳客车站直达运营模式，及时

运送乘客。 其他片区、线路的车

队， 也将密切留意属地客流变

化，及时调整补充运力。

针对贵阳北站等可能出现

的客流突发性增大等特殊情

况，贵阳公交集团将与铁路、长

途客运等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组织好人员、车辆，满足春运期

间市民出行需求。

同时，贵阳公交集团还将加

强安全生产源头管理，做到隐患

不过夜，杜绝“病车” 上线，在疫

情防控方面实行“一天两消毒”

措施， 严格执行驾驶员体温检

测、全程佩戴口罩上岗等规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贵阳公交集团———

储备 20 台应急车辆

确保春运运力充足

本报讯 1 月 28 日，2021

年的春运正式拉开帷幕。 随着春

节的临近， 返乡旅客逐渐增多，

武警贵阳支队官兵坚守在机场、

高铁站、 火车站等执勤一线，协

助地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的春运执勤安保工作。

连日来， 为确保执勤区域

安全， 武警官兵加强与公安部

门的联勤联防，在站台、出入口

通道、 候车厅等人流密集区域

展开定点警戒、联合巡逻。 在贵

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贵阳火车

站、 贵阳北站等执勤点执勤的

官兵， 坚持依法执勤、 文明执

勤、正规执勤，严格自身要求，

妥善处置情况， 积极为过往旅

客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确

保每名旅客安全出行， 有效维

护了春运秩序。

（罗园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衣琼）

武警贵阳支队全力护航春运

本报讯 近日， 有市民向贵

阳市融媒问政平台反映， 白云区

泉湖公园景观湖泉湖的湖水流失

严重， 希望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措

施处置。记者实地采访了解到，泉

湖湖水流失情况属实， 系泉湖补

给水源减少、湖底存在裂缝所致，

到 2020 年底湖水水位已明显下

降。 对此，白云区委、区政府多次

召开泉湖生态恢复项目专题会并

制定完成泉湖防渗方案， 将于今

年春节后进行防渗施工， 预计 4

月底完成湖底防渗工程。

1 月 26 日，记者来到白云区

泉湖公园， 看到泉湖湖水低浅，

环湖大道附近区域明显能看到

裸露的湖底，原用于打捞湖中垃

圾的小船已经搁浅。

据了解， 泉湖原是一个天

然水塘， 于 2016 年改建为景观

湖泉湖， 大龙井泉水为其主要

补给水源。 目前，大龙井泉眼已

断流， 仅在附近区域有少量地

下水流出。

“2019年起，我注意到湖水水

位慢慢变低。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

找到问题所在， 及时采取措施，留

住泉湖的水。 ”市民谢先生说。

据白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查实， 泉湖湖底存在裂缝 ，于

2018 年开始发生渗漏，渗漏水量

不断增加，导致最低水位逐年下

降。 经观测，2021 年 1 月，水位最

大下降数据为 2.89 厘米 / 天，折

合每天渗漏水量约 3757 立方米。

以 1 月 20 日的水位数据与满湖

水位数据相比，泉湖水位已下降

183 厘米。

该局公园管理服务中心二科

科长毛娅玲告诉记者， 泉湖水位

下降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由于

近年泉湖周边的工程建设较多，

导致地下水流向改变， 进入泉湖

的补给水源减少；其二，经勘测，

湖底裂缝导致湖水渗漏。

据毛娅玲介绍，白云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从 2018 年年初开始

持续关注水位变化情况，设置水

位观测点， 建立水位变化台账，

一方面找出水位持续下降的原

因，另一方面通过临时补水维持

泉湖景观水位。

“由于泉湖湖底渗漏严重，

临时补水已无法补充湖水流

失。 ” 毛娅玲说，至 2020 年冬季，

泉湖水位下降明显，直接影响公

园景观。

2020 年 4 月， 白云区委、区

政府召开专题会，确定由白云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聘请贵州省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勘查制

定泉湖防渗方案。 在完成打孔勘

测、制定优化方案、专家论证等

工作后，白云区委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批准泉湖防渗方案，明确由

贵阳白云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作为泉湖生态恢复项

目业主单位，组织实施泉湖生态

恢复项目。

贵阳白云城投集团项目负

责人杨信江说，该公司正完善相

关施工手续，将于春节后进场施

工，力争于 4 月底完成泉湖补漏

施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庆

实习生 黄雅婷）

湖底裂缝致泉湖水位明显下降

白云区：湖底防渗工程预计 4 月底完工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贵阳

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 贵阳市

全域旅游智能讲解平台基础框

架已建成， 游客可通过微信下

载 “智游贵阳智能讲解” 小程

序， 免费听取景点、 美食介绍。

截至目前， 智能讲解平台使用

人数已超 94.3 万人次。

贵阳市全域旅游智能讲解

平台可向游客讲解介绍景观景

物背景、城市历史资料、红色旅

游文化内容， 同时还配以蓝牙

微小景观景物定位设备， 自动

探测游客周边最近的景点，提

供语音解说。 该平台是提升我

市的旅游形象和城市旅游文化

的重要手段， 可让游客漫步贵

阳时感受到“处处是景观、处处

是人文” 的旅游文化氛围。

目前， 贵阳市全域旅游智

能讲解平台已收集了青岩古

镇、黔灵山公园、天河潭等景区

的手绘地图； 收录了 859 条旅

游词条内容、922 个地图定位标

记、118 篇美食文章、63 篇特色

酒店文章、76 个特色文化宣传

片、123 篇攻略游记等。 运营方

与景区建立了沟通机制， 对新

增内容不断进行更新， 并确保

接口的数据正常。

游客通过微信小程序 “智

游贵阳智能讲解” ，还可搜索到

附近的餐馆、 酒店、 公厕等信

息， 查看贵阳多个景区的客流

量情况以及开放时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送文化下乡活动

走进开阳县白安营村

本报讯 1 月 28 日， 由贵阳

市群众艺术馆主办的 “我们的节

日·春节” 2021 年送文化下乡活

动，走进贵阳市开阳县白安营村干

窝田组，文化志愿者们为乡亲们送

春联、送“福” 字、送口罩、拍全家

福，送上了新春的祝福。

白安营村干窝田组紧邻开阳

县经济开发区，45 户 167 名村民

于 2019 年搬进了装有电梯的高层

住宅楼，大部分村民在开阳县经济

开发区上班，成为产业工人，过上

了幸福的小康生活。“喜居宝地千

年旺， 福照家门万事兴”“万里鹏

程平地起，四时鸿运顺心来” ……

活动主办方带来的一副副寓意吉

祥的春联、大大的“福” 字和防疫

口罩，受到乡亲们的欢迎。 主办方

表示，根据防疫要求，今年不再组

织现场书写，而是邀请了十几位书

法家各自书写好春联，一一赠送给

大家。

现场，贵阳市群艺馆星光摄影

社的谭忠发、刘杨夫两位老摄影家

忙着为大家拍摄全家福。拍摄过程

中， 他们不断调动着乡亲们的情

绪，全力定格最美的笑容。

70 余岁的谭忠发是我省著名

摄影家， 已坚持 22 年在春节期间

为农村群众拍“全家福” ，足迹遍

布全省各地。“镜头中见证了我省

乡村的巨变。 ” 他说，从泥泞的山

道到户户通硬化路、从低矮的住房

到移民新村、从严重石漠化的荒山

到红红火火的农业产业化基地

……变化最大的是乡亲们的笑脸，

从拘谨羞涩到自信开朗，展现着发

自内心、溢于言表的幸福。

据了解，2021 年送文化下乡

活动已先后走进修文县六屯镇大

木村、 息烽县青山苗族乡大林村。

市群艺馆馆长徐立旄表示，牛年春

节期间，该馆准备了 3 千余幅春联

等“文化年货” ，助力营造喜庆祥

和的节日氛围，丰富广大人民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实习记者 舒锐）

金牛“新妆”

迎牛年

牛年春节将至， 贵阳市

街头节日喜庆的氛围渐浓，

红红火火迎新年。 图为市南

路翁福国际大厦前的 “金

牛” 雕塑在重新布置的灯光

装饰下，一显“牛气冲天” ，

吸引了市民目光。

钟华 摄

贵阳市全域旅游智能讲解平台基础

框架建成

“智能讲解员” 带您游筑城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质量，1 月

29 日， 观山湖区创建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区教育局、各镇（街道）负

责人等组成互观互检小组，前

往清镇市、南明区、云岩区的相

关部门交流学习， 助力全区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上层次、

上水平。

在清镇市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教育基地，展示馆内设

置了领头雁、践行者、经济加速

器、文化助推器等板块，从谋划

布局、措施落地、产业发展、文化

繁荣等方面展示了清镇市欣欣

向荣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在南

明区花果园第二小学，随处可见

的宣传标语、宣传画，营造出浓

浓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氛围，学

校还积极开展手抄报、非遗进课

堂、“一家亲” 照片展等形式多

样的创建活动，增强学生“民族

团结一家亲” 意识。 云岩区毓秀

街道办事处制定了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方案，建立完善了创

建工作的相关工作机制……每

到一处， 小组成员认真观摩学

习、深入交流，借鉴创建经验，了

解具体做法。

下一步，观山湖区将借鉴在

交流学习中获得的先进做法和

经验，结合自身特点，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丰

富和改进宣传载体， 推动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纵深推

进， 全面提高全区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创建水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辉

实习记者 舒锐）

观山湖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互观互检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