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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寻找可能接触者的公告

广大市民朋友：

2020年2月7日下午，綦江区确

诊 1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现将确诊病例活动轨迹公布如下：

病例15：李某，女，33岁，现居住

在綦江区古南街道南门路 134 号 4

栋。行动轨迹如下：

1 月 21 日 9：30—14：00，到綦江

万达广场 4 楼蓉李记成都小吃店上

班，下班后返回家中，往返均乘其父

亲的摩托车；

1 月 22 日 9：30—14：00，坐出租

车到綦江万达广场 4 楼蓉李记成都

小吃店上班，14：00左右坐出租车到

开发区名扬广场 3 楼坐按摩椅休息

（约2小时左右）。于17：00与其男朋

友王某某（居住在文龙街道人才巷1

号）一起到我区确诊病例 11 张某岳

父家（綦江区文龙街道文龙街 3 号）

聚餐，聚餐人员中还有我区确诊病例

14 周某某（我区确诊病例 11 的妻

子）、九龙坡确诊病例张某（我区确诊

病例11的哥哥）、我区确诊病例13范

某（我区确诊病例 11 张某的岳母）。

餐后独自坐出租车返回家中；

1 月 23 日 9：30—21：30，到綦江

万达广场 4 楼蓉李记成都小吃店上

班，下班后返回家中（往返均乘其父

亲的摩托车）；

1 月 24 日 11：00，与其父母自驾

摩托车到桥河桃花山安置小区外婆

家聚餐（同餐人员包括患者父亲、母

亲、舅舅、舅妈、舅舅儿子、舅舅女儿、

小姨、姨父、外婆）。餐后到鸡公嘴山

脚下上坟，16：00 返回家中（搭乘父

亲摩托车）；

1 月 25 日 10：00—18：00 到綦江

万达广场 4 楼蓉李记成都小吃店上

班，下班后返回家中（往返均乘其父

亲的摩托车）；

1月26日14：00左右，到綦江区

名扬广场大润发超市购物，逗留约

40分钟后回家中，步行往返；

1月27日上午在家，13：00到古

南街道桥河古剑山旅游大道上坟，后

返回家中；

1月28日上午在家，12：00左右

到綦江区河西永辉超市购物，逗留约

30 分钟后回家（步行往返）。14：

30—16：30到沱湾上升街散步，后步

行返回家中；

1月29日上午在家，14：00与男

朋友自驾小车到古剑山旅游大道草

坪玩耍，16：00左右返回家中；

1月30日上午在家，17：00坐出

租车到男朋友家（文龙街道人才巷1

号），并在其家居住至 2020 年 2 月 2

日上午，接触人员除其男朋友外，还

有其男朋友的儿子、父亲、母亲。

2月2日14：00，坐出租车到綦江

万达广场 4 楼蓉李记成都小吃店查

看情况，17：00坐出租车到男朋友家

（文龙街道人才巷 1 号）送东西，19：

00坐出租车返回家中；

2月3日11：00左右在百步梯邮

政银行逗留约30分钟，11：30在百步

梯农村商业银行留约1小时，后步行

到河西永辉超市购物约半小时，购物

结束后其父亲驾车接其回綦江区古

南街道南门路134号4栋家中；

2月4日10：30，搭乘其父亲摩托

车到三江街道照贵村4组爷爷家，同

其爷爷、奶奶、父亲共进午餐，当日

14：30 父女两人驾车回綦江区古南

街道南门路 134 号 4 栋家中。当日

17时左右感觉畏寒。

2月5日均居住在家中；

2月6日00：20步行到綦江区人

民医院门诊分诊处测量体温后返回

家中，17：00左右步行到綦江区人民

医院就诊；2月7日下午确诊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1．为了您和他人身体健康，无

论您有无症状，与病例同一地点就

餐、同一场所聚集等有可能接触的人

员，请尽快与綦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电话：023-48662086）联系，并向

所在村（社区）登记，配合当地卫生院

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流调工作。

2．居家医学观察期间（时限14

天），选择通风较好的房间隔离，多开

窗通风，避免使用中央空调，尽量减

少与家庭成员的接触，避免共用生活

用品，不要共同进餐，避免交叉感

染。对家中的物品及表面每日进行

消毒，每日上午下午测量体温，期间

如出现发热、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

道症状时，及时到发热门诊就诊。

重庆市綦江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2020年2月7日

广大的农民工朋友：

你们是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要力量。你们保持艰苦奋

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作风，怀着对生

活的美好憧憬，走南闯北，顽强拼搏，

用智慧和汗水换取了丰硕的成果，用

激情和斗志书写了美丽的人生。当

前，正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你们也即将踏上

返岗的征程，请按照各级党委政府的

要求，做好防护，我们愿与您共克时

艰，助您平安就业。

想在家乡就业的，请参加线上招

聘。近年来，綦江区委、区政府深化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落实

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大幅改善生态环境，社

会经济稳定发展，各大中型企业不断

增加。如桥河工业园区入驻企业

170多家，古南街道蟠龙返乡创业园

入驻企业6家，三角镇牟坪园返乡创

业园入驻企业 16 家，东溪镇鲤鱼池

返乡创业园入驻企业 15 家，三江街

道、石角镇、安稳镇也有返乡创业园，

就业岗位需求量很大。如果你在家

乡就地就业，既能找钱也能顾家，工

资收入水平与沿海城市差不多，而且

免去长途奔波，多了份安全保障。目

前，在疫情防控期间，綦江区暂停举

办各类现场招聘、技能培训等人员聚

集活动，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广大求

职者可登录重庆市就业网（http://

rlsbj.cq.gov.cn/cqjy/）、或通过微信关

注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公众号——

招聘求职，查询各企业招工用工信

息，参加线上招聘活动。现附上《綦

江区岗位信息表》（附件），咨询电话：

48612099 48612177。

准备返岗的，请做好充分准备。

一避免盲目出行。请大家提前对接

用工单位和就业岗位，了解当地疫情

防控形势、复工时间，再制定出行计

划，以避免在外逗留。出行时请配合

沿途交通卫生检疫检查，做好自我防

护。二注意出行安全。出行途中做

好个人防护，全程戴好口罩，搭乘正

规交通工具，尽量绕开疫情较重地

区，同时，保护好个人财物并保存车

船票据，以便查询。自驾返岗人员不

要超载超速和疲劳驾驶。

留在家里的，请做好安全防

护。科学做好自我防护，勤洗手、戴

口罩、不串门、不聚会、不聚餐，避免

前往人多的地方。居家时，做好家庭

卫生、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出门时，

主动佩戴口罩，选择步行、骑行、驾车

等出行方式，搭乘电梯必须佩戴口

罩，注意保护，预防感冒和病毒感

染。积极主动配合镇街干部做好防

控工作，与疫情较重地人员有密切接

触的，要及时与社区报告登记，按照

要求做好隔离。与疑似或确诊病人

有接触的，应及时联系街道社区、卫

生健康部门，进行隔离医学观察。身

体不适时请及时就医。一旦出现发

热、咳嗽、胸闷、乏力等不适症状，请

及早报告，及时到定点医疗机构就

诊，以免延误最佳治疗时间，让自己、

家人和亲朋好友都有安全保障。

请广大农民工朋友把以上情况

告诉家人并相互转告。并诚送农民

工返岗防疫顺口溜：

找工作先联系，确定好你再去；

戴口罩莫嫌烦，勤洗手保安全；

遇检查要配合，量体温需体谅；

各行业要区分，错峰干不相争；

吃饭时少开腔，住宿地多开窗；

遇人多散远点，不扎堆少危险；

不聚会多网聊，不信谣不传谣；

科学预防相信党，病毒早灭福共享。

綦江区详细岗位信息表请点击

链接查看：https://h5.cqliving.com/

info/detail/2292365.html?cid=

2292365

重庆市綦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2020年2月4日

给綦江区农民工朋友的一封信

一、复工复产时间及范围各企业复工复

产时间不得早于2020年2月9日24时。

疫情防控急需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保

障群众正常生活所需的企业，以及维护城市

正常运行所需的企业（包括煤、电、油、气、运、

讯等）要继续扩大产能、挖掘潜能、满负荷生

产，努力提高医疗生活物资和城乡运行保障

服务能力。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施工及其他涉及疫情

防控、城乡运行、能源供应、交通物流、医疗物

资和生活必须品生产相关企业，公共服务窗

口单位等，要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抓紧开工开业。

二、复工复产流程

1．企业复产复工实行报备制度。企业

制定复工复产方案向所在地园区管委会或街

镇书面申请，提交复产复工报备表、疫情防控

承诺书，经所在地园区管委会或街镇同意后

方可复工复产。

2．个体工商户等参照复工复产企业执

行，行业有其他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复工复产准备工作

（一）严格执行“五必须”

1．必须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组成专班负责疫情防控工作，

制订本企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2．必须严密落实各项防疫措施，逐级落

实疫情防控责任人，自觉承担本企业防控责

任和经费支出；

3．必须承诺疫期不新招收不符合防控

要求的重点区域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

4．必须严格落实市外返工人员不少于

14天的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5．必须按照《企业职工疫情防控操作手

册》要求，严格执行到位。

（二）抓好员工的排查工作

1．要提前排查每一名员工的来源地和

14 天内活动轨迹，优先安排本地员工返岗。

对目前仍在湖北境内的员工劝留在当地，暂

不返回。对近14天有湖北旅居史、有与湖北

旅居人员和确诊病例密切接触史的员工，要

严格按规定落实居家或在居住地隔离医学观

察等措施。

2．安排职工分批到医院进行体检，优先

安排非重庆籍和市外返綦人员体检。体检内

容包括：检查体温、白细胞检查、胸部CT检查

（如CT胸片显示有磨玻璃症状就必须做核酸

检测）等。

3．建立职工 1 个月的活动轨迹书面情

况。

4．怀孕妇女、有慢性基础疾病，以及超

龄（60岁及以上）的员工不安排返岗。对非重

点地区返綦员工，确因生产需要返岗的，在体

温检测正常、无密切接触史的情况下，可按照

“厂区内上班，14天内不得离开厂区、宿舍或

指定区域”的方式返岗，同时做好每日健康监

测和登记，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属地政府

或园区管委会并按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处理。

（三）做好防疫准备工作

1．要准备红外体温探测仪、消毒液、口

罩等疫情防控物资，落实隔离场所，保障房屋

通风，定时做好办公场区、食堂、车辆全面消

毒、卫生保洁。

2．有条件的企业，要保障职工有稳定的

居住场地，设置临时隔离场所。

3．要开展安全排查，对各生产系统的关

键环节、重点部位、重要岗位等进行一次全面

排查，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制定有针对

性的整改方案，认真做好安全整改工作，必须

做到安全隐患未消除严禁复工复产。

（四）完善管理制度

1．要对全部员工进行返岗前的疫情防

控知识培训，建立体温检测制度和生病报告

制度，每天早晚检测上下班人员体温，一旦发

现发热、咳嗽等异常情况，立即报告、及时处

置。

2．实行封闭式管理，确保工作场景安

全。减少厂区进出通道，在厂大门出入口设

置检测卡口，落实24小时人员值守，对进出人

员、车辆严格检查检测，做好信息登记，外来

货运车辆进入厂区前，要进行消毒处理。

3．食堂推行分时分餐制。

4．尽量减少会议，不召开聚集性的大会。

5．合理安排工作岗位，保持人员距离，

减少人员聚集。

6．有交通车的企业，严格落实交通工具

防疫措施，定期消毒通风、配备专业测温人

员，降低乘车人员密度，降低感染风险。

7．要组织开展安全培训工作，建立安全

教育培训档案，学习各工种安全岗位责任制、

各工种安全操作规程、各类安全措施等

8．要有宣传条幅、张贴通告、印发宣传

资料等疫情防控宣传措施。

9．要妥善做好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制定

应急处置预案。

四、相关工作要求

1．企业要认真履行疫情防控和生产经

营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严防疫情发生，确保员工安心复工，确保生产

经营有序正常进行。擅自组织复工复产导致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和人员感染的，将严肃追

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各街镇和园区要主动作为，加强对企

业疫情防控措施、方案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和指导，建立严格的疫情防控责任制，预先设

置集中隔离场所，为无条件独立设立隔离场

所的企业提供保障。要指定专人深入了解企

业生产运营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加强对

企业疫情防控和复产复工主体责任落实的督

查督办。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好员工居住、

通勤交通、物流、生产经营等方面遇到的问

题，为职工在交通、住宿、用餐等方面提供便

利化举措。

3．区经济信息委要继续做好“三服务”

工作，成立 8 个工作组，加强对街镇、园区以

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的服务和

指导，采取抽查方式对已复工复产企业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检查。

重庆市綦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0年2月8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指南

綦江新世纪营盘山店 綦江新世纪中山路店

凯旋名城、云鼎雅苑、新城
枫景、瑞丰苑、普惠尚城名
都、普惠国际社区A区、普
惠国际社区B区、千山半
岛国际、千山美林、天正雅
苑、九龙奥苑、全泰牺苑、
北岸岭秀

配送片区： 配送片区：百步梯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遇仙桥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新山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文昌宫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农场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配送片区：菜坝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孟家院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双龙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新街子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綦江永辉超市綦江八谷超市

配送片区：沙溪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回龙湾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北渡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配送片区：杨家湾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长生沟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九龙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天桥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核桃湾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綦江共午超市綦江新兴购超市

配送片区：鹅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枣园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长乐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双桥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綦齿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沱湾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綦江大润发超市

配送片区：代家岗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文龙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石佛岗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綦江新世纪爱情海店

配送片区：通惠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登瀛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