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綦江在行动

本报讯 病毒无情，人间有

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綦江

各界纷纷捐款捐物献爱心，为抗击

疫情加油鼓劲。

2 月 8 日是传统的元宵佳节，

民进綦江区委会组织会员捐款

19650元，集中购买医护人员急需

的生活用品，并第一时间送到古剑

山医学观察区医护人员手中。

2 月 7 日，綦江工业园区管委

会相关负责人一行，将园区入驻企

业重庆金美科技有限公司捐赠的

10000只口罩送至区抗疫指挥部，

经指挥部专家对该批口罩的用途

论证后统一调配到抗疫一线綦江

区人民医院，缓解该院物资紧缺的

燃眉之急。

2 月 6 日，重庆麓峻运输有限

公司通过区慈善会捐款 60 万元，

供我区战“疫”一线的检测人员和

公安干警等购买防疫物资。

从2月4日起，重庆天原化工

有限公司氯碱分厂每天向我区捐

赠消毒液 1000 斤，支持我区疫情

防控工作。

连日来，一批批口罩、酒精、大

米等防疫物资和爱心捐款纷纷涌

向篆塘镇。据介绍，疫情发生以

来，东莞市宏福新型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綦江支行

等区内外爱心企业、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以及各对口部门纷纷向篆塘

伸出援手，截至目前，该镇共收到

爱心企业捐款 15 万余元，口罩

8334个，大米200袋，酒精660斤。

日前，工业园区齿轮商会也自

发组织捐款献爱心活动，截至目

前，商会共收到捐款17500元。

2 月 4 日，一名男子来到石壕

派出所，将一纸包放在门岗后迅速

离去。民警连忙追上去，但该名男

子已消失在视线中。民警打开纸

包，发现纸包里装着2000元现金，

纸上写着：“兄弟，请你们帮个忙，

把这点心意急转武汉火神山医院，

拜托！”据了解，目前，该笔捐款已

转交石壕镇民政办，由镇民政办转

交捐赠。

2 月 3 日，重庆华森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通过区红十字会，捐赠给

一线医务人员、公安等防控工作者

价值26600元的药品。

同天，重庆市綦江区康一倍视

有限公司也通过区红十字会，定向

捐赠给綦江区人民医院价值6300

元的护目镜180个。

2 月 1 日，四川科伦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定向捐赠给区人民医院

价值36506元的医用物资。

……

疫情当前，社会各界爱心源源

不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和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戮力同

心，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

（记者 吴明鸽 通讯员 熊

伟 吴帅 李欣科 周思羽 宋

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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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辰辰 石汉

谋）疫情防控关键时期，綦江很多市

民自愿报名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21岁的陈汉就是其中之一。

“大娘、大爷，这是我们新印出来

的资料，记得翻看哟……”2月5日，

是陈汉上岗的第一天。记者见到他

时，他正在古南街道双桥社区，向社

区居民宣传疫情防控相关知识。

陈汉是成都理工大学大三学生，

一直关注疫情信息的他，2月4日了

解到社区疫情防控差人手正在招募

志愿者，当即决定报名参加。

“看到我们的政府还有工作人员

特别是党员冲锋在一线，我觉得作为

一名大学生党员，并且现在有时间也

有能力，也应该做点什么。”陈汉说，

在此之前，他就一直在跟周围的亲朋

好友普及疫情相关知识，希望大家认

识到疫情防控的重要性，现在成为志

愿者，主要就是巡查自己小组负责的

区域、劝导居民、入户摸排、分发宣传

资料等。

作为双桥社区人，志愿参与疫情

防控，陈汉认为这是一种义务。“一开

始不敢告诉家人，怕他们担心，后来

没想到他们都很支持，特别是我父

亲，他也是党员，并且正在自己的岗

位上为防疫工作保障能源供应，我为

他自豪。”

“防控疫情，我也要出力”
21岁党员大学生志愿服务写担当

本报讯（记者 吴明鸽 实习

生 傅国霜）连日来，我区 2000 余

名环卫工人奋战一线，保持城区清

洁卫生，减少疫情传播可能，以扎实

工作守护市民平安。

疫情发生以来，环卫部门每天

在两次清扫保洁的基础上，增加了

两次消毒作业，覆盖城区各主次干

道、商业街区、广场等人流密集场

所。此外，还重点对全区58处公共

厕所进行每天4次的全面消毒。

另悉，从2月2日起，每天21：00

到 23:00，我区还利用高压喷雾车、

洒水车在城区集中喷洒消毒剂。喷

洒范围包括城区内所有主次干道及

公共区域。

“阻击疫情，马路就是我们的

‘战场’！”区城管局环卫所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还将加大对城区主次干

道、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的卫生督

促、检查、考核，继续做好城区环卫

设施设备的消毒消杀。

“马路就是我们的‘战场’”
2000余环卫工人坚守一线共抗“疫”

本报讯（记者 成蓉）“监控被掉

头了，这个重点人员出门了，马上联

系信息员和物管，我去开车。”2月2

日晚10时30分，正在綦齿社区值守

的古南街道疫情防控党员突击队队

员罗扬，发现监控画面不对劲，立即

招呼队友采取行动。

10分钟后，罗扬和队友到达重

点人员所在小区，与信息员和物管确

认了人员离去方向后，又径直寻了

去，没多久就“锁定”了离家的陈某。

“陈先生，现在特殊时期你不能

乱走动，希望你能积极配合。”重点人

员回家后，罗扬和队友又同社区工作

人员一起第一时间掌握了其活动轨

迹，并再次进行宣传引导。

疫情当前，加强重点人员管控是

阻断疫情传播的重要关键。178名

重点人员24小时不间断管控，工作

量大、人手紧缺、打疲劳战……这是

摆在古南街道面前急需解决的一道

难题。

难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解决

决心。为了更加全面、精准掌握重点

人员的动向，古南街道积极探索、创

新方法，采用人防、技防相结合的方

式，坚决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我们在重点户门外安装摄像

头，并成立了3支疫情防控党员突击

队，负责对重点人员进行24小时集

中管控。”古南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重点户外，对排查出来的部分重点

人群也将进行实时监控，目前已完成

76个监控的安装，待全部安装完毕

后，辖区23个村社将实现全覆盖集

中监控管理。

“一个页面就将整个片区的重点

人员出门情况看得一清二楚，有任何

异常我们都可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突击队队员罗扬说，视频监控能有效

防止漏管失控，有助于阻断疫情传

播。

古南街道23个村社将纳入集中监控管理

“人防+技防”筑牢疫情防线 本报讯（记者 成蓉 石汉

谋）除杂、剥壳、精米、色选、筛

选、包装……2月7日，记者在重

庆粮油集团綦江区粮食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綦江粮食公

司）加工车间看到，大米加工机

器正在高速运转，一袋袋大米在

生产线上封口后被运放至储存

仓中。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我区高度重视生活必需品应

急储备工作，与綦江粮食公司签

订协议，新增储备大米540吨、面

粉23吨、面条23吨。

“开工前，我们对全厂区开展

了消杀工作，并对所有的员工进

行了疫情排查；开工后，我们每天

对加工场所、运输车辆进行消毒，

要求上岗员工必须佩戴口罩，上

下班测量体温。”綦江粮食公司总

经理陈显明说，该公司在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正在加快

生产，目前，已完成面粉、面条的

增储任务，预计2月10日左右全

面完成大米增储工作。

在成品大米储存仓内，记者

看到，一袋袋大米叠放有序，储存

仓四周安装了空调、纱窗、挡鼠板

等，切实做好控温、防潮、防鼠等

储存措施，确保成品大米质量。

据悉，除綦江粮食公司外，

我区还与新世纪超市、永辉超

市、新兴购超市、共午商贸等重

点保供单位签订生活必需品保

供协议，新增储备大米 760 吨、

食用油95吨、面粉55吨、面条53

吨、食糖1万斤、蔬菜1000吨、猪

肉 50 吨、商品猪 1000 头、鸡蛋

60000斤、方便面10000件、牛奶

53500提等，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綦江：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新增储备大米1300吨、蔬菜1000吨

本报讯（记者 成蓉 黎梨）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我

区500余家种养殖企业积极响应号

召，疫情期间不停工、不停产，开足

“马力”，全力生产保供。

2月8日，记者在新盛街道陈家

村重庆犇茂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看

到，工人们有的在喂牛，有的在打

扫，有的在改建过道。

“我们公司去年5月正式运营，

主要经营肉牛，目前存栏有180头，

预计今年一季度将陆续出栏30头，

可供綦江本地市场。”重庆犇茂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烯程说，现

在公司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还在整改环境，扩大养殖规模，

争取今年年底常年存栏达到300头

以上。

“好的，10件鸡蛋下午送来。”

这几天，通惠街道共同村恒茂养鸡

场负责人程贵忙得不可开交。该

养鸡场现有蛋鸡2.8万只，每天产

蛋量在2吨左右。“我们的鸡蛋每天

投放到綦江各大超市，基本能供应

上，另外我们还有1万多只青年鸡，

3月份开始产蛋，到时将有更多鸡

蛋可供綦江市场。”

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区按

照“一断三不断”要求，畅通绿色通

道，确保农产品及生产物资运输畅

通，同时积极协调饲料及原材料供

应渠道，落实12家种养殖企业作为

全区市场保护基地。目前，全区

500余家种养殖企业正常生产，全

区供需总体正常，储备充足。

500余家种养殖企业正常生产

爱心捐赠 情暖一线
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支援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黎梨 实习生 张梦寒 通讯

员 杨松）连日来，区住房城乡建委积极行动，督促

指导小区物业落细落实具体措施，共同防控疫情。

在文龙街道君鼎疆上小区，记者看到，按照全

区统一要求，小区物业在入口处设立了疫情防控检

查点，对进入小区人员进行严格管控。此外，工作

人员每天还定时对公共区域、电梯、快递柜等进行

消毒。

在古南街道香江丰源小区，小区业主凭出入证

进出小区。据新山村社区干部介绍，目前社区4个

小区已按要求采取最严格的防控举措，实施全封闭

管理，所有业主凭通行证出入，各进出关卡设置专

人值班蹲守，确保防控无死角。

记者发现，各小区物业还充分利用小喇叭、电

子屏、电梯电视、宣传横幅等向广大居民宣传疫情

防控知识，切实提高大家的防控意识。

据了解，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区住房

城乡建委迅速行动，研究出台疫情期间小区消毒防

疫、小区业主会客和车辆进出管理、物业企业疫情

报告等各项制度，同时督促各物业企业严格对照执

行，确保防控工作不漏一栋、不落一人。

目前，綦江所有小区严格实行出入登记管理，

每户每两天可派一人出门采购。

所有小区严格实行出入登记管理

每户每两天可派一人出门采购

本报讯（记者 魏源森）“你

好！麻烦全部下车，来这边量体温

登记。”近日，在重庆三环高速綦江

南出口，东部新城（食品园区）党工

委抗击疫情党员先锋队队员周政正

在引导来綦车辆、人员进行登记。

现在正是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全区上下众志成城共抗疫情。东部

新城（食品园区）管委会再次选派10

名党员、干部组成“抗击疫情党员先

锋队”，参与通惠街道疫情防控工

作。党员先锋队由街道统一安排，

负责綦江南下道车辆的登记排查工

作。截至目前，队员们已协助排查

车 辆 4000 余 辆 ，登 记 来 綦 人 员

10000余人次。

“我们10个人都是主动请缨参

战，作为党员这个时候应该发挥作

用。”周政说，他们和街道的工作人

员一起，24小时轮流在綦江南高速

路口对来綦车辆和人员进行排查登

记。因为每天要接触很多人，所以

只要一上岗大家都是全副武装，但

就是这样他们依然不放心，都有意

无意地与家人保持距离。

周政的妻子与 10 个月大的孩

子住在开发区高速路口德安大厦，

而周政却一个人住在千山美郡小

区。“娃儿太小了，怕把病毒带回去

传染他。”周政说，自2月4日参与排

查工作以来，他就没回过德安大厦，

每天只能通过微信视频看看孩子和

家人，但他不后悔。

在东部新城（食品园区）管委

会，像周政这样主动请缨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的党员、干部还有很多，他

们分别在文龙街道和通惠街道参与

疫情防控相关工作，为全区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东部新城管委会10名党员请“战”

“关键时刻就该党员上”

新山村社区居民韩文先（左）和老伴儿点赞支持限行措施。 通讯员 杨松 摄

綦江粮食公司加工车间，工人正在封口装袋储备大米 记者 成蓉 摄

众 志 成 城 防 控 疫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