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
护中心1日下午介绍，截至1日零
时，香港新增125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124
例、输入性病例1例。香港累计
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96例。

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在中
央统筹部署和指挥下，国家卫健
委迅速组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
队”拟近期赴香港开展工作，协助
特区政府抗击疫情。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已连续11天超过100例

香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
连续第十一天超过 100 例。卫
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
君介绍，在当天新增的本地感染
病例中有 45 例目前找不到感染
源头，有79例与此前相关感染群
组有关，其中大部分为家庭或朋
友聚会感染群组。特区政府此
前将一位确诊病例重复计算，当
日将累计确诊病例数据进行了
修正。

据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
理何婉霞介绍，目前香港共有
1858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人和1名
疑似病人康复出院，31 人死亡；
仍有1179名确诊病人留医，其中
37 人情况危险、44 人情况严重。
香港已经启用的负压病床使用率
约为 77%，启用的负压病房使用
率约为80%。

何婉霞表示，香港亚洲国际
博览馆社区治疗设施已于 1 日
启用，预计当天接收 20 至 30 位
病人。鲤鱼门公园度假村已于
7 月 24 日 启 用 作 社 区 隔 离 设
施。这些设施将缓解公立医院
压力。

首支“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派约60名人员

记者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了解到，近期香港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应香港特区政府
请求，在中央统筹部署和指挥下，
国家卫健委迅速组建“内地核酸检
测支援队”拟近期赴香港开展工
作，协助特区政府抗击疫情。

据了解，首支“内地核酸检测
支援队”由广东省卫健委从省内
20余家公立医院选派约60名临
床检验技术人员，其中7名“先遣
队”队员将于8月2日赴香港协助
开展实验室工作。“内地核酸检测
支援队”队长来自广东省卫健委，
曾担任广东省支援武汉医疗队总
指挥，这是首批中央政府派出支
持香港抗疫的内地专业队伍。国
家卫健委后续将根据香港特区抗
击疫情需要，随时调集内地医疗
资源给予更多支持。

同时，国家卫健委也已组建
“内地方舱医院支援队”，由湖北
省武汉市选派6名有方舱医院实
战经验的专家，包括医院院长，以
及院感、护理、建筑和设计专家，
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改建为方
舱医院提供设计、运营和管理经
验的技术支持。

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方舱医院”病房。 新华社发

探 访

每位病人拥有
约9平方米的独立空间

记者 1 日探访时看到，香港
“方舱医院”可容纳500张病床。
每位病人拥有9平方米左右的独
立生活空间，内有一张床、一个储
物柜、一张桌、一把椅、一盏台
灯。每间均三面用隔板围住，但
并不封顶，隔板上也有透明玻璃，
方便观察病人情况。

“方舱医院”外医护人员入口
处设有“个人防护装备穿着区”，
在里面的出口附近则设有“个人
防护装备卸除区”，供医护与工作
人员换防护装备，并将使用过的
装备集中回收处理。

玛丽医院高级护理主任黄淑
贞介绍，这个“方舱医院”24小时
都有当值的医生、护士和服务助
理，分早中晚三班，很多人是香港
各医院自愿报名前来的。

港岛西医院联网感染控制主
任郑智聪说，病患如连续两次深
喉唾液样本检测为阴性，或者入
院7天后抗体测试呈阳性，就可以
出院了。在“方舱医院”的病患均
享受免费检测与治疗。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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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7月31日深夜发布
消息，决定给予犯强奸罪学生努
某某开除学籍处分。7 月 20 日
晚，浙江大学给予努某某留校察
看处分的信息在网络平台引发热
议，并有网友爆料该生长期存在
性骚扰等行为。

浙大表示，7 月 20 日努某某
事件引发网络关注后，学校立即
成立专项工作组，依法依规开展
调查，对来信来访和网络举报进
行了认真核查和取证。工作组分
学业、经济、作风等小组开展调查
取证工作，仔细查阅了有关文书
和视频材料，向数十位师生（含若

干举报人）了解情况，并多次与当
事人当面了解、核实，对有关线索
进行多方取证、核实、审议，确保
调查结果真实准确、处理程序合
法合规。

浙大表示，现已查实，努某
某存在多项违纪违规行为。浙
大学生奖惩委员会根据新查证
的事实，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提
出 给 予 努 某 某 重 新 处 分 的 建
议。应被处分人要求，学校还进
行了不利处分听证等程序。听
证会上，被处分人对违纪事实无
异议。经浙江大学校务会议慎
重审议，依据《浙江大学学生违

纪处理办法》（浙大发本〔2017〕
119号）相关规定，决定给予努某
某开除学籍处分。

浙江大学还表示，下一步将启
动对《浙江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
等校内规定的评估修订程序。

7月31日深夜，“浙大努某某
被开除”“努某某存在多项违纪违
规”等话题再次在微博等网络平
台上引发舆论热议，截至8月1日
上午9时，相关话题阅读总量近5
亿次，评论次数超过3万条，登上
微博热搜。网友评论认为“早该
如此”“浙大及时正视问题、解决
问题，希望引以为鉴”。据新华社

今年第3号台风生成

记者1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当日今年第3号台风“森拉
克”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召开防
汛防台风会商研判会，进一步
安排部署台风“森拉克”防御和
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受台风“森拉克”及季风带
来强降雨影响，8 月 1 日至 6
日，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
暴雨，局地大暴雨，西北地区东
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及四
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先
后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这位负责人要求，有关地
区防指要高度重视防汛防台风
工作，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和预
报预警，及时做好群众转移，加
强风险隐患排查，切实把确保
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
实处。 据新华社

青海警方
发现失联女大学生遗骸

近日，“女大学生前往青海
格尔木旅游后失联”引发网民
关注。青海省格尔木市公安局
8 月 1 日通报，7 月 30 日 19 时
40分许，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
区清水河南侧无人区发现人体
骨骼组织，经DNA比对为黄某
某遗骸。初步侦查，排除他
杀。目前，相关工作仍在进行
中。

据调查，黄某某于7月6日
19 时 54 分进入青海省境内，7
日 4 时抵达格尔木市。当日 8
时，黄某某乘坐出租车由格尔
木市黄河大酒店朝 G109 国道
出发，12时到达可可西里索南
达杰保护站后，出租车司机单
独返回。7 日 15 时，黄某某到
达索南达杰保护站附近清水河
区域，直至9日18时许在这一
区域关机。

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
现黄某某曾于 7 月 13 日 17 时
07 分通过乃吉沟检查站。乃
吉沟检查站是西藏自治区那曲
市在格尔木市南山口设立的检
查站，无视频监控，无法确定人
员及所乘车辆信息，警方只能
驾车沿途查找，并与西藏各检
查站随时沟通情况。

7 月 30 日 19 时 40 分许，
调查工作取得突破。警方在可
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清水河南侧
无人区相继发现黄某某身份
证、学生证等随身物品及遗骸。

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说，
可可西里无人区面积大，游客
容易在途中迷路进入沼泽地。
高寒缺氧的特殊环境，对不适
应高原生存环境的游客是巨大
挑战。野生动物，如棕熊、野牦
牛、高原狼等，也可能对人类及
车辆造成威胁。 据新华社

犯强奸罪的努某某被浙江大学开除学籍

国家卫健委组派“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赴香港协助抗疫

“先遣队”今日赴港
香港“方舱医院”已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