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治市涉疫地区入（返）长人员管控措施一览表(2022年4月15日8时）

类别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市（直辖市为区、县） 县（直辖市为街道、镇） 管控措施

有中
高风
险地
区地
市

★辽宁省
沈阳市 大东区、辽中区

    一、14天内有中高风
险地区旅居史的入长返长
人员，实施“14+7”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分别于第1
、2、3、5、7、10、14天
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其中
第1次可为第一落点处核酸
检测。
    二、14天内有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县（直辖市的
街道、乡镇）旅居史的入
长返长人员，实施
“14+7”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分别于第1、2、3、5
、7、10、14天开展一次核
酸检测，其中第1次可为第
一落点处核酸检测。 
   三、对14天内有吉林
省，河北省保定市、邯郸
市，上海市，太原市清徐
县旅居史的入长返长人
员，实施“14+7”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分别于第1、
2、3、5、7、10、14天开
展一次核酸检测，其中第1
次可为第一落点处核酸检
测。。
    四、对所有省外低风
险地市的入长返长人员，
全部实施“7+5”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分别于第1、2
、3、5、7天开展一次核酸
检测。 
    五、对所有省外及省
内涉疫地市的入长返长人
员，一律实施点对点闭环
转运。                  
              

营口市 鲅鱼圈区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南岗区

佳木斯市 汤原县

牡丹江市 爱民区

江苏省
徐州市 鼓楼区、贾汪区、云龙区、泉山区、睢宁县

宿迁市 宿城区

广东省
茂名市 电白区、高新区

广州市 白云区

北京市 朝阳区 酒仙桥街道二街坊

四川省 乐山市 犍为县

★山东省 威海市 文登区

★河北省

廊坊市 安次区、霸州市

邯郸市 鸡泽县

★上海市
嘉定区、浦东新区、闵行区

、黄浦区、崇明区

★吉林省

吉林市 丰满区、昌邑区、船营区、龙潭区、经开区

长春市
九台区、长春新区、经开区、净月区、南关区、二道区、绿园区、榆

树市、汽开区、宽城区

陕西省 西安市 西咸新区

★河南省

周口市 太康县

漯河市 临颍县、郾城区

商丘市 永城市

安徽省

淮南市 凤台县

★阜阳市 颍上县、颍州区

六安市 裕安区、金安区

福建省
★泉州市 晋江市

宁德市 蕉城区

江西省
★南昌市 新建区

抚州市 南城县

山西省 ◆太原市 清徐县

备注：★为需重点排查管控地区，◆标红为新增中高风险区



长治市涉疫地区入（返）长人员管控措施一览表(2022年4月15日8时）

类别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市（直辖市为区、县） 县（直辖市为街道、镇） 管控措施

有病
例报
告未
调整
风险
等级
地市

★辽宁省

沈阳市 沈河区、皇姑区

    一、对14天内有病例报告但尚未
调整风险等级所在县（直辖市的街道
、乡镇）旅居史的入长返长人员点对
点闭环转运，实施“7+5”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措施，分别于第1、2、3、5
、7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其中第1次
可为第一落点处核酸检测，不具备居
家隔离条件的一律进行集中隔离。
    二、对14天内有吉林省，河北
省保定市、邯郸市，上海市，太原
市清徐县旅居史的入长返长人员一
律点对点闭环转运，实施“14+7”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分别于第1、2、3
、5、7、10、14天开展一次核酸检
测，其中第1次可为第一落点处核酸
检测。。
    三、对有省内涉疫地市旅居史的
入长返长人员，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并在第一落点进行1次
核酸检测；（鉴于韵达快递检测出
多例阳性）有太原市阳曲县，晋中
市榆次区、太谷区，朔州市应县，
忻州市繁峙县旅居史的入长返长人
员点对点闭环转运，实施“7+5”集
中隔离，分别于第1、2、3、5、7天
开展1次核酸检测；有大同市浑源
县，太原市（清徐县、阳曲县除
外），运城市临猗县、盐湖区，临
汾市洪洞县，阳泉市平定县旅居史
的入长返长人员点对点闭环转运，实
施“7+5”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分别于第1、2、3、5、7天开展1次核
酸检测，其中第1次可为第一落点处
核酸检测，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一
律进行集中隔离；大同市、晋中市、
运城市、临汾市、阳泉市、朔州市
、忻州市其他地区旅居史的入长返长
人员，在完成第一落点核酸检测后，
再实行“3+2”居家健康监测。
    四、对所有省外低风险地市的入
长返长人员，全部实施“7+5”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分别于第1、2、3、5
、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 
    五、对所有省外及省内涉疫地市
的入长返长人员，一律实施点对点闭
环转运。             
                                              

营口市 盖州市
铁岭市 昌图县
辽阳市 辽阳县
锦州市 北镇市

葫芦岛市 建昌县
鞍山市 经开区
阜新市 新邱区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松北区、平房区、呼兰区、道外区、道里区
黑河市 爱辉区
大庆市 大同区、红岗区
绥化市 北林区

七台河市 勃利县
鹤岗市 工农区
伊春市 伊美区

牡丹江市 四城区

江苏省

★苏州市
张家港市、吴中区、吴江区、姑苏区、太仓市、昆山市、相城区、常熟市、乌苏

区、姑苏工业园区

南通市 启东市

连云港市 海州区

扬州市 经开区、广陵区

常州市 新北区、天宁区

★宿迁市 宿豫区

泰州市 泰兴市、靖江市

镇江市 扬中市、句容市、宝华镇

无锡市 新吴区、江阴市

盐城市 盐南亭湖区

淮安市 淮阴区

南京市 江宁区

太仓市

昆山市 上城区

★徐州市 沛县

广东省

深圳市 龙岗区、光明区、南山区、宝安区、龙华区、盐田区、大鹏新区

东菀市 大朗镇、虎门镇、东坑镇、南城街道、石排镇、寮步镇、樟木头镇

广州市 花都区、天河区、黄浦区

珠海市 香洲区

中山市 火炬开发区

汕尾市 海丰县

茂名市 茂南区

清远市 英德市

肇庆市 化州区

佛山市 三水区

汕头市 龙湖区

惠州市 大亚湾区、惠阳区

揭阳市 揭东区

湛江市 雷州市

内蒙古
通辽市 库伦旗

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新城区、回民区

兴安盟 突泉县

★北京市
东城区、通州区、大兴区、丰台区、顺义区、

朝阳区、海淀区

云南省

德宏州 陇川县、盈江县

红河州 河口县、金平县

临沧市 镇康县、耿马县

昆明市 官渡区、呈贡区、盘龙区

文山州 麻栗坡县、文山市

曲靖市 师宗县

普洱市 思茅区

昭通市 镇雄县

海南省

三亚市 崖州区、吉阳区

万宁市 东澳镇

海口市 美兰区

琼海市 博鳌镇

儋州市 那大镇

陵水黎族自治县

四川省

广安市 广安区

遂宁市 船山区、河东新区

德阳市 旌阳区

资阳市 雁江区

凉山州 盐源县

南充市 南部县

绵阳市 游仙区

成都市 青羊区、郫都区、武侯区、双流区、锦江区、新都区

湖北省

鄂州市 鄂城区

黄冈市 团风县、麻城市

孝感市 大悟县

襄阳市 枣阳市

黄石市 大冶市、阳新县

随州市 曾都区

武汉市 阳逻开发区

荆州市 松滋市

十堰市 郧西县

荆门市 东宝区

恩施市 恩施州

宜昌市 夷陵区

★山东省

青岛市 市南区、胶州市、市北区、即墨区、李沧区、城阳区、崂山区、平度市、黄岛区

烟台市 莱阳市、经开区、莱山区、龙口市、蓬莱区

威海市 荣成市

淄博市 周村区、张店区、淄川区

德州市 平原县、武城县、禹城市

潍坊市 高新区、寿光市、奎文区

滨州市 滨城区、沾化区、博兴县、无棣县

临沂市 蒙阴县、莒南县

聊城市 高唐县、经开区、冠县

济南市 莱芜区、章丘区、商河县

泰安市 高新区

枣庄市 薛城区、台儿庄区

菏泽市 定陶区

济宁市 曲阜市

日照市 莒县

东营市 经开区

★河北省

石家庄市 高新区、桥西区

★邯郸市 魏县、丛台区

★保定市 定州市、蠡县

沧州市 青县、河间市、沧县、肃宁县、新华区、任丘市、肃宁

唐山市 路南区、古冶区、开平区、丰润区、丰南区、迁西县、曹妃甸区、滦州市、玉田县

秦皇岛市 海港区

邢台市 任泽区

雄安新区

承德市 隆化县



长治市涉疫地区入（返）长人员管控措施一览表(2022年4月15日8时）

类别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市（直辖市为区、县） 县（直辖市为街道、镇） 管控措施

有病
例报
告未
调整
风险
等级
地市

★上海市
宝山区、奉贤区、青浦区、长宁区、虹口区、

杨浦区、普陀区、松江区、和平区、徐家汇、

静安区、金山区

    一、对14天内有病例报告但尚未
调整风险等级所在县（直辖市的街道
、乡镇）旅居史的入长返长人员点对
点闭环转运，实施“7+5”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措施，分别于第1、2、3、5
、7天开展1次核酸检测，其中第1次
可为第一落点处核酸检测，不具备居
家隔离条件的一律进行集中隔离。
    二、对14天内有吉林省，河北
省保定市、邯郸市，上海市，太原
市清徐县旅居史的入长返长人员一
律点对点闭环转运，实施“14+7”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分别于第1、2、3
、5、7、10、14天开展一次核酸检
测，其中第1次可为第一落点处核酸
检测。
    三、对有省内涉疫地市旅居史的
入长返长人员，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并在第一落点进行1次
核酸检测；（鉴于韵达快递检测出
多例阳性）有太原市阳曲县，晋中
市榆次区、太谷区，朔州市应县，
忻州市繁峙县旅居史的入长返长人
员点对点闭环转运，实施“7+5”集
中隔离，分别于第1、2、3、5、7天
开展1次核酸检测；有大同市浑源
县，太原市（清徐县、阳曲县除
外），运城市临猗县、盐湖区，临
汾市洪洞县，阳泉市平定县旅居史
的入长返长人员点对点闭环转运，实
施“7+5”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分别于第1、2、3、5、7天开展1次核
酸检测，其中第1次可为第一落点处
核酸检测，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一
律进行集中隔离；大同市、晋中市、
运城市、临汾市、阳泉市、朔州市
、忻州市其他地区旅居史的入长返长
人员，在完成第一落点核酸检测后，
再实行“3+2”居家健康监测。
    四、对所有省外低风险地市的入
长返长人员，全部实施“7+5”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分别于第1、2、3、5
、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 
    五、对所有省外及省内涉疫地市
的入长返长人员，一律实施点对点闭
环转运。             
                                              

★天津市 南开区、红桥区、河东区、宝坻区、宁河区

湖南省

长沙市 开福区

益阳市 南县、赫山区

娄底市 涟源市

衡阳市 蒸湘区

湘西州 花垣县

邵阳市 隆回县

★吉林省

四平市 伊通县、铁东区、铁西区

松原市 长岭县、经开区、乾安县、扶余市、宁江区

白城市 兆北区

辽源市 东辽县

白山市 浑江区、梅河口市

浙江省

★杭州市 萧山区、富阳区、临安区、拱墅区、西湖区、上城区、余杭区、钱塘区

★嘉兴市 嘉善县、海宁市、平湖市、南湖区、经开区、桐乡市、秀洲区

★衢州市 开化县、衢江区、柯城区

★湖州市 吴兴区、德清县、南浔区、安吉县、长兴县

金华市 金东区、兰溪市、义乌市

宁波市 前湾新区、镇海区、余姚区、海曙区、北仑区

绍兴市 柯桥区、诸暨市

丽水市 莲都区、经济开发区

台州市 三门县、路桥区

舟山市 普陀区

温州市 瑞安市、鹿城区、苍南县

★陕西省

★西安市 莲湖区、未央区
宝鸡市 陇县、岐山县
安康市 紫阳县
商洛市 商州区
渭南市 蒲城县

广西

百色市 那坡县、靖西市
防城港市 东兴市
崇左市 凭祥市、大新县、龙州县、宁明县
南宁市 江南区
北海市 合浦县
桂林市 象山区
玉林市 容县

★河南省

洛阳市 孟津区、瀍河区
焦作市 武陟县
信阳市 浉河区
郑州市 郑东新区、中原区、郭店镇
漯河市 郾城区
安阳市 汤阴县、内黄县、滑县
南阳市 镇平县

驻马店市 泌阳县
鹤壁市 浚县
商丘市 永城市、宁陵县
许昌市 襄城县

甘肃省
兰州市 城关区、红古区、安宁区、榆中县
甘南州 合作市
定西市 渭源县

重庆市
南岸区、云阳县、梁平区、江北区、 

渝中区

安徽省

滁州市 南谯区、琅琊区

马鞍山市 雨山区

铜陵市 枞阳县

合肥市 长丰县、蜀山区、包河区、瑶海区

蚌埠市 怀远县、五河县、龙子湖区、淮上区、蚌山区

芜湖市 南陵县、镜湖区、戈江区、繁昌区、鸠江区、湾沚区

淮南市 寿县、高新区、田家庵区

淮北市 濉溪县、相山区

★阜阳市 太和县

宿州市 泗县、埇桥区

宣城市 宣州区

安庆市 宿松县

黄山市 祁门县

福建省

漳州市 漳州台商投资区、龙海区、龙文区

厦门市 集美区、海沧区、思明区

★泉州市 南安市、开发区、惠安县、安溪县、台商区、泉港、永春县

宁德市 蕉城区、霞浦县、东桥开发区

福州市 仓山区、闽侯县、台江区

莆田市 城厢区、涵江区

南平市 建阳区、邵武市

贵州省

贵阳市 贵安新区

六盘水市 钟山区

黔西南州 兴义市

安顺市 普定县

江西省

★南昌市 高新区、经开区

赣州市 石城县、章贡区

上饶市 经开区、广信区

宜春市 奉新县

抚州市 高新区

九江市 瑞昌市

吉安市 吉州区

新疆
乌鲁木齐市 米东区、水磨沟区

巴州 和硕县

昌吉州 昌吉市

青海省
海东市 循化县

西宁市 城东区

宁夏 吴忠市 同心县

山西省

★大同市 浑源县

★太原市 小店区、晋源区、迎泽区、万柏林区、阳曲县

★晋中市 榆次区、太古区

★运城市 临猗县、盐湖区

★临汾市 洪洞县

★阳泉市 平定县

★朔州市 应县
★忻州市 繁峙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