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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星）昨天，上海市政府新闻
办、市卫健委进行网络发布：上海社会面新增

12例新冠病毒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和2例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12例确诊病例分别为普陀区3

例、浦东新区2例、闵行区2例、青浦区2例、长

宁区1例、嘉定区1例和奉贤区1例。2例无症

状感染者分别为徐汇区1例和松江区1例。

经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研究决定，将浦东新区唐镇虹盛路250弄22

号楼、浦东新区高桥镇和龙路619弄22号、徐汇

区长桥街道长桥一村73号、长宁区天山路街道

延安西路1882号8号楼南楼、普陀区桃浦镇祁

连山南路2727弄82号、普陀区甘泉路街道志丹

路155号曼谷阁、普陀区真如镇街道真北路

1902弄37号、闵行区虹桥镇吴中路633弄明申

花园8号、闵行区新虹街道宁虹路1101弄爱博

一村30号楼、嘉定区新成路街道墅沟路550弄

嘉珉公寓1号楼、松江区九亭镇沪亭南路501弄

黎星苑2期40号楼、青浦区徐泾镇诸陆西路

1737弄4栋等12个区域划为高风险区，将浦东

新区唐镇、浦东新区高桥镇、徐汇区长桥街道、

长宁区天山路街道、嘉定区新成路街道、松江区

九亭镇的其他区域划为低风险区。

12个区域划为高风险区

沪新增社会面12例本土确诊
病例和 2 例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唐闻
佳）昨天，上海市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继续优化调整疫情

防控的相关措施，具体

包括：除养老机构、儿童

福利机构、医疗机构、学

校（含托幼机构）以及密

闭娱乐场所（包括KTV、

棋牌室、密室剧本杀、网

吧）、餐饮服务（含酒吧）

场所等有特殊防疫要求

的场所外，其余公共场

所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

与此同时，保留全

市常态化核酸检测采

样点，继续提供免费检

测服务，对7天内无核

酸检测记录的，不再赋

黄码。

这些优化调整措施

自 12月 6日零时起实

施。后续，本市将根据

国家政策和疫情形势，

持续优化调整相关防控

措施。

就地铁是否还要

“查码”，申通地铁集团

提示：根据疫情防控最

新工作要求，昨天首班

车起，乘坐上海轨道交

通，取消 72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查验；乘

客进站仍须体温正常

（＜37.3℃），随申码为

“绿码”，扫描“场所码”，

配合测量体温，全程佩

戴口罩，加强自我防护

和健康管理。要注意的

是，11号线昆山段三站

进出站乘客在扫描场所

码、人工核验健康码绿

码、体温无异常的基础

上，仍须持本人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

可进、出站跨省出行。

就“来沪返沪人员

抵沪不满5天者”，“上

海发布”回应称：目前，来沪返沪人员抵沪不满

5天者，还是不能进入餐饮服务（含酒吧）、购物

中心（含百货店）、超市卖场、菜市场、美容美发、

洗（足）浴、室内健身、歌舞娱乐、游艺厅、网吧、

密室剧本杀、棋牌室等公共场所。后续根据疫

情形势和防控要求动态调整。

“上海发布”同时提醒广大市民继续做好个

人防护，规范佩戴口罩，主动扫“场所码”，尽快

接种疫苗，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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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上海正积极推进老年人新冠疫苗和

加强免疫接种工作。“相较于年轻群体，老年

人群是脆弱人群。眼下正值冬季，传染疾病高

发，作为易感人群的老年人一旦感染，容易重

症化，加快推进老年人疫苗接种工作刻不容

缓。”昨天，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

划所副所长黄卓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强

调，老年人尽快完成疫苗接种很有必要。

本市做过的一项调研显示，不少老年人对

新冠疫苗的有效性有一定认知，明白接种疫苗

能有效降低重症与死亡的风险，但由于大部分

老人罹患基础性疾病，部分老人不免担忧接种

疫苗会影响到自身疾病，甚至引起不良反应，

因而有所顾虑。

对此，黄卓英明确表示，患有慢性基础性

疾病的老年人群，应当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虽然全球新冠病毒导致的重症和死亡的

比例不同，但共有的趋势和特征是，如果没有

接种疫苗，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性疾病人群的

重症和死亡比例较高。”黄卓英进一步解释

说，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属于“慢性

病”和“高龄”两大危险因素相叠加，接种新

冠疫苗于老年人群而言获益更大，可以极大程

度降低发生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因

此，只要慢性疾病处于稳定期，老年人健康状

况稳定、药物控制良好，建议接种新冠疫苗。

接种疫苗前后，仍应按医嘱用药。

当前，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对新冠病毒感染

的风险意识不足，认为自己日常活动范围有限，

接触病毒机会不多，接种疫苗似乎没有必要。

“随着疫苗接种覆盖率的大幅增加和新冠

病毒变异，无症状感染者越来越多。”黄卓英

解释，老年人虽然活动范围相比年轻人较为局

限，如果亲朋好友恰巧是无症状感染者，就会

在无形中增加被感染的风险。

此外，按照目前的规定，我国新冠疫苗尚未

对3岁以下人群开放接种。“保护家中幼童，离不

开身边人共建免疫屏障。接种疫苗后，即使发

病，症状也相对较轻，病毒不易传播，这样就能对

无法接种疫苗的人群起到间接保护。”黄卓英说。

还有一部分老年人过度关注新冠疫苗的

“副作用”。“事实上，在疫苗接种的不良事件报

告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偶合反应。冬季本就是

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一旦这

类症状出现在接种疫苗后的几天内，很容易被

误以为是疫苗引起的。”黄卓英解释，目前，我国

生产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全球应用已经超过

10亿剂次，有充分的安全保障，并得到了国际

组织的认可。新冠灭活疫苗与国内外已上市

的、并使用数十年的甲肝疫苗、狂犬病疫苗、脊

髓灰质炎疫苗的生产灭活工艺基本相同。

“疫苗中的各种物质对人体是安全的，不

会致病。灭活疫苗中主要含有微克级别的病毒

抗原或重组蛋白，以及氢氧化铝佐剂和辅料等

其他成分。使用前每批均经过药监部门检验，

它们在疫苗中的含量均符合相关规定，本身不

可能导致疾病。”黄卓英说。

据介绍，目前在我国境内获批使用的新冠

疫苗的生产技术路线包括灭活疫苗、腺病毒载

体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这些疫苗都已经通过

前期的临床试验和大规模的使用证实了有效性

和安全性。

“现阶段完成全程接种满3个月的60岁及

以上人群可实施加强免疫。符合条件者可根据

国家有关要求选择同源加强或序贯加强免疫接

种。”黄卓英表示，无论使用哪种疫苗，采用

哪种加强免疫方式，只要符合接种条件、没有

禁忌，都可以根据当地疫苗的供应情况选择接

种，均可以有效降低重症、死亡的风险，早接

种，早保护。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副所长黄卓英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慢性基础性疾病老人也应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昨天首班车起，市民乘坐轨道交通、地面公

交、轮渡等市内公共交通工具，不再查验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一早，记者走进轨道交通人民广

场站站口，就听到广播传来提醒，要求大家“出

示绿码”，一旁喇叭也传来提示“请扫场所码”。

根据上海地铁发布的消息，取消查验核酸

后，乘客进站仍须体温正常（＜37.3℃），随申码

为绿码，扫描“场所码”，配合测量体温，全程佩

戴口罩，加强自我防护和健康管理。

地铁人民广场站站长杨杰告诉记者：进站

方式没变，还是需要扫码进站，只不过现在不看

核酸信息，看绿码；或者用“一码通行”方式进站。

公交出行亦是如此。昨天早晨，记者在公

交20路中山公园终点站看到，乘客上车时不再

需要提供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但仍需出示绿

码。使用“一码通行”的乘客可直接刷码乘车，

机器会出现“核验通过”语音提示；部分使用公

交卡的市民在刷公交卡时，机器则会出现“请扫

场所码”的语音提示。

据了解，公交仍保持原有的消毒和通风措

施，部分公交车上配备了免洗消毒液及口罩，提

供给乘客不时之需。

此外，相关部门也提醒，对于无法使用智能

手机的老年人而言，无论是乘坐地铁还是公交，

仍需要携带离线随申码，或者用随行人员的亲

属码进行查询。

昨天早晨，申城阴雨蒙蒙。徐家汇公园

内，环卫工王师傅背着大桶消毒水箱，沿着

步行道左一圈右一圈喷洒。碰上道路与花坛

交错的犄角旮旯，他特地对准反复喷洒。从

地面、角落到座椅、垃圾桶，都得彻彻底底

进行消毒。包括王师傅在内的两名环卫工，

“包圆”了公园的消杀工作，早、中、晚各一

次，每次至少得花上一个半小时。他说：“我

们细致一点，市民游客逛公园就能多放心一

些。”

昨起，上海施行优化调整疫情防控相关措

施。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公园等室外公共场

所做好人性化防控举措，加大消杀、清洁等服

务，加强友情提醒，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健康

的环境。

徐家汇公园门口，不少前来晨练的老年人

主动拿起手机扫描“场所码”，显示绿码即可

入内。安保人员介绍，“出示‘随申码’绿码

就可以了，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扫一扫‘场

所码’。”

坐落于静安寺商圈的静安公园，人流量较

大。对此，公园两个出入口分别安排了两名安保

人员把守，出示绿码才能放行。“有些人只是来

借用公园厕所，反复进出就不想出示了，我们还

是会要求他们扫码亮码。”

公园门口及公园内厕所门口均放置了洗手液

与消毒液。工作人员随时提醒市民游客“勤洗

手、戴口罩”，据环卫工刘师傅介绍，偶尔会碰

上不知道将口罩遗落到哪里的市民，还会主动为

他们提供口罩。

“请与我保持一米距离。”75岁的刘奶奶每

天都要来静安公园转一圈，见到前后左右排队

的人员，都要好心提醒，“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

人。”

徐家汇公园，58岁的许阿姨一大早前来，

“入园比以往会更快一些”。“每个人都是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我现在出门戴口罩，兜里揣着免洗

洗手液，响应号召保护好自己。”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接种新冠疫苗

于老年人群而言获

益更大，可以极大

程度降低发生重

症、危重症甚至死

亡的风险。因此，

只要慢性疾病处于

稳定期，老年人健

康状况稳定、药物

控制良好，建议接

种新冠疫苗。

本报记者 袁婧摄

随着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的减弱、疫苗接

种的普及、防控经验的积累，我国疫情防控面

临新形势新任务。从近期一线救治情况看，奥

密克戎导致的重症率高吗？感染了奥密克戎的

高龄老人、基础病患者等，当前如何救治？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呼吸危重症专家、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京市呼

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作出专业解答。

问：从近期一线救治情况看，奥
密克戎导致的重症率高吗？

答：随着病毒变异，以及疫苗接种的普
及、防控经验的积累，奥密克戎导致的住院

率、重症率、病死率都在大幅降低。从当前全

国病例来看，感染奥密克戎后以上呼吸道症状

为主，主要表现为嗓子不舒服、咳嗽等。无症

状和轻型大约占了90%以上，普通型（出现肺

炎症状）已经不多，重症（需要高流量氧疗或

接受无创、有创通气）的比例更小。

这与武汉保卫战期间新冠病毒原始株导致

的症状有很大不同。当时，重症患者较多，一

些青壮年患者的双肺也会呈白色，出现急性呼

吸衰竭。但本轮疫情期间，从北京的定点医院

救治情况看，真正因新冠肺炎导致要插管上呼

吸机的患者只有少数几例。

问：感染了奥密克戎的高龄老
人、基础病患者等，当前如何救治？

答：高龄老人，有心脑血管疾病、慢性呼

吸道疾病等基础病的患者，正在进行放化疗的

肿瘤患者，妊娠晚期孕妇等，免疫力较低，可

归纳为脆弱群体。从目前救治情况看，他们感

染新冠病毒后住进定点医院，大多数是因为原

发疾病，但又因核酸阳性无法住进普通医院。

这类患者的新冠肺炎症状不明显，治疗通常没

有太大区别。

对于CT影像等临床表现为典型新冠肺炎

的少数患者，医务人员严格按照标准规范，进

行救治。

在北京的定点医院，对于部分有基础病的

高龄患者，还会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会诊。经

过治疗，如果患者的核酸检测已经转阴，也将

逐步从定点医院分流到其他医院。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回应防疫热点

奥密克戎致病力如何？怎样救治？

新华社广州12月5日电 （记者马晓澄
徐弘毅）本轮新冠疫情广州累计报告本土
感染者超17万例，无症状感染者约占九

成，无死亡病例。12月5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邀请多名一线医疗专家解读本轮

疫情患者救治特点。专家们表示，奥密克

戎变异株跟之前的原始株和“关切变异

株”相比，传播力明显增强，但毒力明显

减弱。

“在原始株和德尔塔毒株疫情的时

候，感染者中肺炎发生的比例达到一半以

上，甚至60%以上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肺

部表现。而这一波疫情中，90%以上都表

现为无症状感染和轻型，很少发展成肺

炎，发展成重症肺炎更少。”广州医科大

学党委书记、广州市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唐小

平说。

以广州新冠定点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市八医院收治的病例来看，自10月22日以

来，医院共收治了5000多个病例，其中60岁

以上老年人有500多例。其中，诊断为重症的

为两例。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广

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黎毅敏

表示，在这波疫情中，真正重症的患者比例并

不多，而且这些重症患者比较多的表现是原有

基础病的加重，一般经过积极治疗后是可以逐

步康复的。“希望我们能够正确面对，不要过

于担心。”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院

长张忠德说，经过广东省专家组对几千例大样

本进行详细研究，确定广州这波疫情的核心病

机和刚开始在武汉传播的原始株，以及去年在

广州传播比较严重的德尔塔毒株相比，有比较

大的差异。

他表示，患者绝大多数表现在上呼吸道感

染症状，局部症状为主，症状包括发烧、咽喉

痛痒、干咳，部分病人有头痛和全身关节酸痛

症状，也有一部分病人表现在胃肠道症状，无

食欲或腹泻。经过对症治疗后，大多数能够在

24小时至36小时内缓解症状。

“无症状感染者、轻型或者普通型患者，康

复以后核酸转阴也非常快，一般为5到7天，部

分病人为11天，大多数5天左右就能够转阴。”

张忠德说。

——专家解读广州疫情患者救治特点

奥密克戎毒力明显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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