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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ECMO” 这个词频繁出现在各大新闻

里。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曾强调： 抓紧从全国向武汉调配人工心肺

机（即“ECMO”），加大重症救治力度。 记者

昨天从上海海关获悉，3 月 5 日，上海外高桥

保税区迎来了一批自海外进口的“ECMO”，3

台救命机器为泰尔茂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

司捐赠，价值 484.5 万元，将紧急送往武汉同

济医院、 协和医院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上

海海关迅速动员， 各相关部门紧密配合， 保

障这批“救命机器” 以最快速度通关。

ECMO （ 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中文名为体外膜肺氧合， 俗

称“叶克膜”、 “人工肺”， 是一种医疗急救

设备， 起到部分心肺替代作用， 维持人体脏

器组织氧合血供， 用于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

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与循环， 以维持患

者生命。

早在 2 月 24 日， 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

（上海） 就启动了对“ECMO” 的进口监控

工作， 深入泰尔茂、 美敦力、 费森尤斯、 理

诺珐等主要医疗器械进口企业调研， 了解进

口计划， 主动提供商品归类服务， 为“EC-

MO” 等物资进口清关做好准备。

保税区海关在商品检验部门指导下， 根

据实际进口情况， 提供“预检验” 模式： 货

物进境并到达保税区仓库后， 在“进境备

案” 状态下就开展商品查验和下库核查， 企

业同步开展进口报关流程， 完成报关后即可

迅速出区直抵武汉。

3 月 5 日下午 1 点 40 分， 企业正式申

报出区进口， 海关关税部门第一时间完成电

子数据审结。 下午 2 点， 保税区海关关员已

等在仓库， 待货物一运抵保税区仓库， 立即

开始查验工作。 由于该批设备为捐赠医疗器

械， 海关在核对武汉食药监局出具的相关证

明后即完成查验工作。 当天下午 4 点， 企业

完成进口报关， “ECMO” “零等待” 离

开保税区， 奔向武汉。

上海海关预检验模式保障“ECMO”人工心肺机“零等待”通关

■ 全文详见 A2

短 评

读抗疫小诗有感
近期 《读者》 刊出一首抗疫小诗， 四

行诗句两问答： “你是医生， 此去欲何？”

“战病疫 ， 救苍生 ！ ” “若一去不回 ？ ”

“便一去不回！”

这首小诗模拟一位将赴鄂驰援的医生

与家人的对话， 言简意赅， 辞浅旨远。 家

人的问话充盈着犹豫、 担忧、 期盼， 医生

的答语则是显得极为坦然、 坚定、 无畏。

疫情面前， 家庭和爱情既是广大医护

人员内心中最柔软的牵绊， 更是他们冲在

前沿一线的最大动力。 在我们身边， 这些

普通而又特殊的家庭， 带着对家人的牵

挂 、 更是肩负着使命逆向而行， “战病

疫， 救苍生”， 寥寥六字， 力有千钧！ 他

们有着大爱的胸怀———将国家的事业和人

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有着忘我的精神———

愿为抗疫无私奉献自己的力量、 青春直至

宝贵的生命。

且不说医护人员夜以继日 ， 宵衣旰

食， 身心极度劳累和疲惫， 他们还零距离

接触疾患者， 被感染的概率极高。 有媒体

报道， 迄今已有逾 3200 名医护人员感染

新冠肺炎病毒， 其中 58.9%为确诊病例。

在这场抗疫战斗中， 成千上万名 “白衣战

士” 冒着生命危险奋战在一线， 他们有的

失去了健康 ， 有的直接倒在了岗位上 ，

“一去不回” ……

这些 “最美逆行者” 火线淬炼， 彰显

出 “医者仁心”， 他们身上蕴藏着的人性

光辉得以充分释放， 感染着国人的心绪，

更将长久地影响国人的思想和心灵！

不问归期在何时， 只待战 “疫” 全胜

日。 祈盼援鄂的那些 “白衣战士” 能安然

回家， 与家人团聚！

（沈栖）

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第一位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重点在“防”

习近平指出， 要加大对医疗力量薄弱市州的

支持力度， 发挥高水平专家团队的作用， 探索巡

回诊疗、 远程会诊等有效做法， 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 要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加强农村医

务人员和基层干部培训， 提供必要的防护物资 。

要发动群众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 教育引导群

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

加大对医疗力量薄弱市州支持力度

习近平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强调———

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习近平指出， 要把医疗救治工作摆在第一位， 在科

学精准救治上下功夫， 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亡

率。 要进一步落实 “四集中” 措施， 集中优势医疗资源

和技术力量救治患者， 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

有效药物， 提升救治水平。 要加强医疗防控物资生产、

供应、 调配， 做好出院患者康复医疗工作。 要加强医护

力量和医疗资源统筹， 兼顾其他患者的日常就医需求，

逐步恢复正常医疗秩序。

习近平强调，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重点在 “防”。

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候， 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要紧紧依

靠人民群众， 充分发动人民群众， 提高群众自我服务、 自

我防护能力。 要加强进出人员管理， 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工作。 要保持内防扩散、 外防输出的防控策略， 同时要

在做好健康管理、 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采取 “点对

点、 一站式” 的办法， 集中精准输送务工人员安全返岗，

帮助外地滞留在鄂人员安全有序返乡。

为防止新冠病毒疫情从国外

输入， 从 3 月 6 日起， 上海浦

东、 虹桥机场各航站楼均设立人

员集散点， 上海 16 个区派遣人

员 24 小时驻点值守， 对 14 天内

有重点国家或地区旅居史的， 原

计划搭乘公共交通需要隔离健康

观察的入境人员， 分区域安排专

车、 专人集中接送， 实施居家隔

离健康观察或集中隔离健康观

察。

图为金山区调配志愿者奔赴

沪上两大机场， 为国外重点区域
来金人员做好保障

通讯员 庄毅 摄影报道

值 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