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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扬控发[2021]59 号 

 

关于做好过渡期和常态化防控阶段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科技新城、蜀冈-瘦西湖

风景名胜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市指挥部各工作组： 

目前，扬州市疫情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为切实贯彻“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总体防控策略，严防疫情出现反复，

全市原封控管理地区在解除封控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后，

将实施一段时间的过渡期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压实 “四方”责任 

各地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行业主管、单位主体和个人

健康“四方”责任。党委政府对属地防控工作负总责，建立运转高

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督促指导本行业、本系统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各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要履行疫情防控

主体责任，健全防控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按照要求采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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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防控措施；个人应当依法依规协助、配合、服从政府部门组

织开展的防控工作，做好自我防护，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二、细化重点环节疫情防控举措 

各地在各自解封进入常态化管理阶段后，要按照《重点场

所重点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关防护指南

（2021年8月版）》和《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2021

年8月版）》，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重点场所重点单位要设

立卫生防疫监督员和消毒专员，指导落实个人防护、规范消毒

等疫情防控措施；原则上要设立隔离室（区）；在做好相关防疫

物资准备（有条件的应配备自动体温检测仪）、应急工作预案制

定、防控知识培训、工作人员新冠疫苗“应接尽接”、场所环境消

杀（由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开展应急演练等基础上，逐步梯

次有序开放。重点人群加强每日健康监测、增加核酸检测频次、

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一）重点场所 

1、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满足群众生活所需的公共场所 

在解封进入常态化管理阶段后，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宾馆、理发店等公共场所即可恢复开业。在恢复常态化管理后

14天内，采取50%限流措施；15-28天，采取75%限流措施；28

天后，恢复正常经营，营业期间人流量不能超过最大接待量。 

营业期间，各公共场所严格落实入口处的体温检测、健康

码核验、规范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开展工作人员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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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热等异常症状的，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医排查。

加强场所内消毒通风，在服务台和公共卫生间等区域配备足量

的免洗手消毒液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增加对经常接触的公共

用品和设施的清洁消毒频次。商场超市每日对外营业前1小时和

结束经营后1小时保持空调运行状态。农贸市场每天结束经营后

应开展一次全面的清洁消毒；宾馆及理发店重复使用的公共用

品用具做到“一客一用一消毒”。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和顾客规范佩

戴口罩、保持1米以上间距、防止人员聚集等。场所内要通过显

示屏、海报等加强新冠防控知识宣传。 

2、餐厅（馆） 

在解封进入常态化管理阶段后可逐步恢复营业。恢复常态

化管理后14天内，不开放堂食，可接受外卖业务；15-28天，恢

复堂食，采取50%限流措施；29-42天，采取75%限流措施；42

天后，恢复正常营业，客流量不能超过最大接待量。 

营业期间，严格落实入口处的体温检测、健康码核验、规

范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开展工作人员健康监测，有发热等异

常症状的，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医排查。加强场所内

消毒通风，在服务台和公共卫生间等区域配备足量的免洗手消

毒液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增加对经常接触的公共用品和设施

的清洁消毒频次，每天结束经营后应开展一次全面的清洁消毒。

推广分餐制，提供公筷公勺，采取密封方式盛放顾客自取或外

送的餐食。限制开放的桌台数，同桌人间应分散就坐，不同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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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人员之间应保持1米以上间距。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和顾

客规范佩戴口罩（就餐时除外）、保持1米以上间距、防止人员

聚集等。场所内要通过显示屏、海报等加强新冠防控知识宣传。 

3、影剧院、游艺和歌舞娱乐场所等室内场所 

影剧院、游艺和歌舞娱乐场所、游泳场所、公共浴室、健

身运动场所、足疗店、美容店、按摩店等在恢复常态化管理28

天内暂不开放。 

恢复常态化管理28-42天内，采取预约和50%限流措施；

43-56天内，采取预约和75%限流措施；56天后，恢复正常经营，

采取预约制，营业期间人流量不能超过最大接待量。 

营业期间，严格落实入口处的体温检测、健康码核验、规

范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对顾客进行实名登记。开展工作人员

健康监测，有发热等异常症状的，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

就医排查。加强场所内消毒通风，在服务台和公共卫生间等区

域配备足量的免洗手消毒液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增加对经常

接触的公共用品和设施的清洁消毒频次，每天结束经营后应开

展一次全面的清洁消毒。增加对经常接触的公共用品和设施的

清洁消毒频次。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和顾客规范佩戴口罩、保持1

米以上间距、防止人员聚集，引导顾客在场所内停留时间不超

过2小时。场所内要通过显示屏、海报等加强新冠防控知识宣传。 

4、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场馆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场馆等在恢复常态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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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天内暂不开放。 

恢复常态化管理14-28天内，采取预约和50%限流措施；

29-42天内，采取预约和75%限流措施；42天后，恢复正常经营，

采取预约制，开放期间人流量不能超过最大接待量。 

做好口罩、洗手液、消毒剂等防疫物资储备，制定应急工

作预案，落实单位主体责任，加强人员健康培训。工作人员疫

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建立工

作人员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工作人员健康状况进行登记，如

出现可疑症状应及时就医。对进入场馆人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体

温检测和核验健康码，体温和健康码正常者方可进入。确保有

效通风换气，温度适宜时，尽量采用自然通风加强室内空气流

通，如使用中央空调，应符合《指南》要求。保持场馆内环境

卫生清洁，及时清理垃圾。馆内电梯、楼梯、电子设备、触摸

屏、卫生间等公共接触区域应定期清洁消毒。公共卫生间要配

备足够的洗手液，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有条件时

可在咨询台、电梯口、场馆内等处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或感应式

手消毒设备。人员保持 1 米以上距离，避免聚集。在咨询台和

等待区等设置“1 米线”。对每日、同时段入馆人数进行控制，

相关人员须实名登记。入口处醒目位置应设立告示牌，提醒入

馆人员遵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工作

期间，全程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入馆群众戴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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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药店 

扬州市全域降为低风险地区14天后，药店恢复退热、止咳、

抗病毒、抗生素等“四类药品”销售（含网络销售），对销售（含

网络销售）上述药品实行实名信息登记制度。 

恢复营业前，要对工作人员开展流行病学史（包括新冠肺

炎患者接触史、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入境人员和进口

冷链货品接触史等）、新冠肺炎十大症状（发热、干咳、乏力、

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

等相关内容的培训。营业期间，严格落实入口处的体温检测、

健康码核验、规范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发现有流行病学史的

可疑患者，要进行登记，并立即向当地疾控部门报告。加强工

作人员健康监测和场所内消毒通风，配备足量的免洗手消毒液

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增加对经常接触的公共用品和设施的清

洁消毒频次。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和顾客规范佩戴口罩、保持1米

以上间距、防止人员聚集等。通过显示屏、海报等加强新冠防

控知识宣传。 

（二）重点单位 

1、企业 

在解封进入常态化管理阶段后可逐步恢复生产经营。恢复

常态化管理14天内，员工实行住处和工作场所“两点一线”闭

环管理；14天后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复工期间，严格落实入口处的体温检测、健康码核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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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对来访人员进行实名登记。开展工作

人员健康监测，有发热等异常症状的，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发热

门诊就医排查。 

加强办公区域、室内公共活动区域、会议场所、卫生间、

食堂、宿舍及其他活动场所消毒通风，在公共卫生间等区域配

备足量的免洗手消毒液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增加对经常接触

的公共用品和设施的清洁消毒频次。每天下班后应对工作场所

进行通风消毒。食堂采取分餐、错峰用餐。严格要求员工规范

佩戴口罩、保持1米以上间距、防止人员聚集。场所内要通过显

示屏、海报等加强新冠防控知识宣传。 

2、学校 

我市各级各类学校将分期分批组织学生返校。中高风险地

区的师生员工（含后勤服务人员）暂缓返校；返校前21天有中

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员工暂缓返校；符合返校条件时，须

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校。 

开学前，师生员工应提前14天返回学校所在地，每天进行

居家健康监测。在抗疫一线参加志愿服务或从事相关防疫工作

的师生员工必须提前14天（中风险以上区域的需提前21天）返

回进行居家健康监测，期满后确认健康方可返校。 

开学后，校园要限制人流、相对封闭管理，师生员工开展

每日健康监测，严格实行“日报告”“零报告”和因病缺课登记

和追踪制度。师生员工入校时严格进行身份核验和体温检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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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规范佩戴口罩，外来人员还需查看健康码、行程卡。合理设

置快递收发点，加强对外卖配送和快递人员核查、登记与管理，

加强冷链食品包装、邮快件预防性消毒。规范就餐流程，尽量

集中分餐、送餐到班，或错时、错峰食堂就餐。根据校园情况

合理控制人员密度，加强对开放的教室、自习室、图书馆、体

育场等公共空间内的人员密度控制。大型室内聚集性活动非必

要不组织，重大活动原则上应安排在室外举办。 

学校应落实消毒通风，定期开展校园环境消杀，对教室、

办公室、宿舍、食堂、卫生间、车辆、教育辅助设备、电梯、

桌椅等增加消毒频次。校（楼）门值守人员、保洁人员和食堂

工作人员等工作期间，应当全程佩戴医用外科或以上级别口罩

和一次性手套。 

3、养老机构、福利院 

自扬州市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14天内，继续严格实施封闭

管理；14天后，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逐步恢复开放。 

入口处对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核验，对探视人

员进行体温检测、核验健康码和行程卡并进行登记。建立每日

健康监测制度，对老年人、儿童和工作人员健康状况进行监测，

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就医。注意加强对老年人、儿童情绪疏导和

心理干预。加强办公区域、室内公共活动区域、卫生间、食堂、

居室及其他活动场所消毒通风，在走廊、公共卫生间等区域配

备足量的免洗手消毒液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增加对经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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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用品和设施的清洁消毒频次。工作人员工作期间，全程

规范佩戴口罩。 

4、监管场所 

预估并配备口罩、手套、洗手液和消毒剂等防疫物资，制

定应急工作预案，落实属地管理和单位主体责任，加强干警、

工作人员培训和监管人员疫情防控知识教育。安排专人负责全

员健康管理，出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的人员及密切

接触者，须及时就医排查。干警和工作人员的疫苗接种做到应

接尽接，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防护。加强监管区和行政办

公区的通风换气。增加对监管区和行政办公区等场所地面和门

把手、楼梯扶手等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清洁消毒频次。垃圾“日

产日清”，并做好垃圾盛装容器的清洁消毒。确保食堂、公共卫

生间洗手设施运行正常，并配备洗手液，有条件时可配备速干

手消毒剂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干警、工作人员和外来人员，

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口罩弄湿或弄脏后，及时更

换。罪犯可不戴口罩。在醒目位置张贴健康提示，宣传新冠肺

炎防控知识，鼓励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5、景区 

室外景区在恢复常态化管理后即可开放，室内景区在恢复

常态化管理后14天内暂不开放。 

室外景区应采取限流措施，28天内采取预约和50%限流措施，

29天后开放期间人流量不能超过最大接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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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景区恢复常态化管理14-28天内，采取预约和50%限流

措施；29-42天内，采取预约和75%限流措施；42天后，恢复正

常经营，采取预约制，开放期间人流量不能超过最大接待量。 

建立工作人员健康监测制度，每日对工作人员健康状况进

行登记，如出现可疑症状应及时就医。工作人员工作期间佩戴

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加强办公区域的通风换

气。做好旅游景点内公共卫生间、垃圾桶等公共设施以及门把

手、电梯按钮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的清洁消毒。保持旅游景点

内清洁卫生，产生的垃圾做到“日产日清”，清运过程中应采用

密闭化运输。公用卫生间要配备足够的洗手液保证水龙头等供

水设施正常工作;有条件时可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或感应式手消毒

设备。实行预约制，科学合理制定营业时间，调控进入景点游

客数量。减少现金售票，鼓励线上购票、扫码支付等非接触购

票和支付方式。 

（三）重点人群 

重点人群包括：接触进口冷链（货物）等从业人员、国际

航班相关工作人员、移民海关人员、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隔

离人员和工作人员、采样检测人员、接驳转运工作人员、“快捷

通道”工作人员、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两站一场一码头”相关

人员、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市场监管场所工作人员、社会福利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参与社区防控的工作人员、快递外卖人员、

商场超市和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医疗废物收集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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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人员、一线环卫人员等。 

高风险人群包括：接触进口冷链（货物）等从业人员、国

际航班相关工作人员、移民海关人员、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

隔离人员和工作人员、采样检测人员、接驳转运工作人员、“快

捷通道”工作人员、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两站一场一码头”相

关人员、冷链食品从业人员等。 

重点人群每日进行健康监测，有发热等异常症状的，及时

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医排查。 

高风险人群应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并满14天方可上

岗，否则应调整工作岗位。 

隔离人员在隔离期间每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恢复常态化管

理28天内，上述高风险人群每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28天后，高

风险人群调整为每2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其他重点人群恢复常

态化管理后每3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各地要明确相关部门组织

开展核酸检测，确保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应检尽检”。 

工作期间上述重点人群应根据所处场所的风险级别，按规

定穿着防护用品并按流程正确穿脱，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四）其他场所、单位 

除以上列举的10大类重点场所和重点单位以外，各地应制

定其他各场所、单位的过渡期防控要点或技术指引，按照逐步

开放、平稳过渡、确保安全的原则，深入排查风险漏洞，及时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落细落实各项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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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三、严格做好小区疫情防控 

进入常态化管理阶段14天内，小区实施过渡期管理，期间

探亲访友、家政、装修、快递外卖等外来人员不得进入小区；

14天后，外来人员经小区业主或承租户同意，方可进入。新入

住人员必须主动向小区物业或社区（村）报备。 

严格做好人员进出管理，外来人员实行实名登记。切实落

实好身份核验、体温检测、健康码查验以及规范佩戴口罩等措

施。小区工作人员新冠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工作期间做

好个人防护，开展每日健康监测，有发热等异常症状的，及时

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医排查。每个小区至少要培训1名合格

的消毒专员，指导监督规范消毒工作。小区内公共活动区域加

强通风换气，大力开展爱国卫生环境清洁整治活动，保持小区

及周边环境清洁卫生，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垃圾点、公共厕

所、电梯间等重点场所每日进行清洁消毒。加强健康教育，提

醒小区居民规范佩戴口罩、保持1米以上间距、防止人员在小区

内聚集。通过海报、电子屏和宣传栏等加强新冠肺炎防控知识

宣传。 

四、切实强化公共交通疫情防控 

（一）交通恢复 

宝应县、高邮市、仪征市、江都区等4地在各自解封进入常

态化阶段后即可恢复县域内公交、出租等公共交通；在主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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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常态化阶段7天后可恢复与主城区的公共交通。 

主城区进入常态化阶段以后，恢复市内公共交通；7天后，

全面恢复市内外交通。 

（二）客运场站防控要求 

“两站一场”等交通客运场站在做好相关防疫物资准备（在

入口处要配备自动体温检测仪）、应急工作预案制定、防控知识

培训、工作人员新冠疫苗“应接尽接”、设置隔离室等基础上，

严格落实入口处的体温检测、健康码核验和规范佩戴口罩检查

等防控措施。每个场站至少要培训2名合格的消毒专员，指导监

督做好规范消毒工作。开展工作人员健康监测，有发热等异常

症状的，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医排查。加强场所内消

毒通风，在服务台和公共卫生间等区域配备足量的免洗手消毒

液或感应式手消毒设备，增加对经常接触的公共用品和设施的

清洁消毒频次，每天结束经营后应开展一次全面的清洁消毒。

每日开展车辆预防性消毒，座椅套等纺织物应保持清洁，定期

洗涤、消毒。设置卫生防疫监督员，提醒工作人员和旅客规范

佩戴口罩、保持1米以上间距、防止人员聚集。要通过广播、视

频、海报等加强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 

（三）运营车辆防控要求 

1、公交车。驾驶员新冠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每日

开展健康监测。车辆要加强通风换气，每次出行载客前应对车

厢进行预防性消毒。通过广播、视频、海报等加强新冠肺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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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知识宣传。驾驶员工作期间，全程佩戴口罩。乘客上车和乘

车期间应全程规范佩戴口罩，未规范佩戴口罩者不予乘车。 

2、出租车。驾驶员新冠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每日

开展健康监测。驾驶员载客前核验健康码和规范佩戴口罩情况、

扫码登记信息，健康码绿码和规范佩戴口罩者方可乘车，建议

乘客在后排落座。车辆要加强通风换气，乘客下车后应对车厢

进行预防性消毒。工作期间，全程佩戴口罩。 

五、严格落实医疗机构疫情防控和院感管理 

（一）强化入口管理 

加强医疗机构出入院通道管理，在入口配置体温检测设施，

落实体温检测、流行病学史问询和健康码核验等措施，检查来

院人员口罩佩戴情况。设立健康码扫码一体机，具备手机苏康

码或身份证刷卡功能。对于老年人等不适用、不会操作智能手

机的群体，可以刷身份证，未携带身份证的开设绿色通道并做

好健康状况申报登记，并配备志愿者协助查询健康码信息。加

强医疗机构食堂、后勤等场所以及快递外卖、维修、物流配送

等外来人员和物品的管理，定期开展环境检测。推行非急诊患

者预约诊疗，推广网络挂号、预约检查和预约诊疗服务，合理

分配就诊时间。 

（二）强化住院探视和陪护管理 

加强住院病区管理，提倡无陪护住院，确需陪护的，陪护

人员应当相对固定，并做好陪护人员健康检测、信息登记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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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严格限制其行进路线、活动范围。原则上不得探视，鼓励

远程视频探视。加强病区病房门禁、安保管理，减少未经允许

的探视和陪护，以及无关人员的随意出入。 

（三）强化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管理 

所有就诊人员询问流行病学史，筛查出高危可疑人员，并

做好信息登记。对于可疑症状患者和预检分诊中不能排除罹患

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的患者，安排专人按照指定路线引导至发热

门诊就诊。做好就诊患者的管理，排队时与他人保持1米以上距

离，减少患者拥挤和聚集。加强发热门诊力量配备，优化发热

门诊服务流程，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实行发热病人分诊、接

诊、筛查、留观、转诊工作的闭环管理。 

（四）强化落实标准预防 

储备防护用品和消毒物资，严格落实标准预防，保持医疗

机构所有区域干净整洁，加强诊疗环境的清洁消毒。落实分区

管理要求，合理划分清洁区、潜在污染区和污染区，区别医务

人员通道和患者通道。做好环境通风管理，空气流向由清洁区

流向污染区，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采用循环风空气消毒机进行空

气消毒，定期对送风口、冷却水等设备部件进行清洗、消毒或

更换。加强对重点部门如发热门诊、急诊、隔离病房等环境的

清洁消毒。加强医疗废物的管理，做到医废垃圾日产日清。 

（五）强化人员培训和防护 

配齐配足感控专职和兼职人员，建立感控督导员队伍，充



—16 — 

 

实和加强院感管理力量。按照全员培训要求开展培训，确保上

岗人员人人过关，提高院感防控意识。加强医务人员个人防护，

正确合理使用防护用品，在标准预防的基础上，根据诊疗操作

的风险高低进行额外防护。每天对所有来院人员、住院患者和

本院职工开展发热及呼吸道症状、流行病学史排查，加强医务

人员外出管理，防止院内感染。对于发热门诊、院前急救、隔

离病房等高风险岗位人员实施“两点一线”闭环管理。对发热

门诊、隔离病房、新冠核酸检验等存在高风险暴露的科室工作

以及院前急救人员，每间隔1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单采单检）；

医疗机构内其他科室工作人员每周开展1次核酸检测（可混检）。

新冠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恢复常态化管理28天后，核酸检

测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六、全面推广“扬城扫码通”实施人流精准管控 

“扬城扫码通”平台为疫情防控、流调溯源提供精准的数

字化支撑，为精细化社会治理提供平台保证，全面助力复工复

产复市复学。 

（一）适用范围 

全市所有部委办局、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自然村、

旅游景点；“两站一场一码头”、公交车、出租车等城市交通运

营场所；商场、超市、餐厅（馆）、影剧院、游艺和歌舞娱乐场

所、公共浴室、健身运动场所、药店等具有对外营业功能的场

所。在重点场所使用苏康码扫码一体机，其他场所统一使用二



  

 

 

 

 

 

 

 

 

     

维码，确保所有场所实现全覆盖，并作为复工复产复市复学的

必备条件。

（二）操作流程

1、以上各适用场所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扬城扫码通”，

进入主页面，选择“单位管理员入口”，注册申领单位专属二维

码，打印张贴在场所出入口处，确保进入人员扫码留痕。

  2、个人进入以上场所扫描出入口处二维码，选择“个人出

行登记”，点击进入完成登记、核验、通行。

  3、无智能手机的特殊人群，由他人代扫出入口处二维码，

选择“特殊人群代登记入口”，点击进入完成登记、核验、通行。

4、苏康码扫码一体机由现场人员进行引导验证通行。

5、具体操作流程详见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

推广使用“扬城扫码通”的通知》（扬控发〔2021〕58号）。

七、全面提升疫情防控能力

各地要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

制机制，全面提升疫情防控能力。要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源、经

费投入和基础设施保障力度，加强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队伍建

设，配齐建强流行病学调查、医疗救治、核酸检测、环境消杀、

心理健康、社区管理、志愿服务等各类工作队伍，确保有足够

力量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加强检测能力储备，按照2天内独立完

成辖区全员核酸检测的要求，加强核酸检测实验室建设，各县

（市、区）都要建立不低于1万管/日检测能力的核酸检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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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疫情时通过增加班次达到3万管/日，并储备2个应急检测场

所，随时能够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加强疫情防控各类基础设施

建设，按照国家和省要求抓紧完善基建和设施设备配备，为疫

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撑。 

 

 

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21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