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 情

本报讯 根据重庆市卫健委
官网 2 月 12 日发布的疫情通报，
2月11日0点-24点，合川区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1例来自
合阳城街道、1 例来自钓鱼城街
道）。截至 2 月 11 日 24 时，合川
区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0 例，其中涞滩镇 2 例、钱塘镇 9
例、合阳城街道4例、钓鱼城街道
4例、燕窝镇1例。

目前 20 例确诊病例中，17

例在进行规范化治疗，3 例治愈
出院；2 例重型病例，无死亡病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360
人，解除医学观察 176 人，尚有
184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同
时，对确诊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
居住及生活场所，均严格按照疫
情防控有关要求进行了消毒处
理。

（区卫生健康委供稿）

2月11日合川新增2例确诊病例

华龙网讯（首席记者 黄宇）2
月12日，记者从重庆市卫生健康
委获悉，2月11日12—24时，重庆
市报告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16
例，新增重型病例2例，重型病例
转普通型病例7例，重型病例转危
重型病例3例，危重型病例转重型
病例1例，危重型病例转普通型病
例1例，新增危重型病例1例，新增
死亡病例1例，新增出院病例7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万州区 1
例、沙坪坝区6例、合川区2例、綦
江区 1 例、潼南区 1 例、开州区 2
例、奉节县2例、巫溪县1例；新增
重型病例中，渝中区1例、巴南区
1例；重型病例转普通型病例中，
万州区3例、江北区1例、大足区1

例、丰都县1例、两江新区1例；重
型病例转危重型病例中，江北区1
例、大足区1例、奉节县1例；危重
型病例转重型病例为云阳县1例；
危重型病例转普通型病例为万州
区1例；新增危重型病例为万州区
1 例；新增死亡病例为开州区 1
例；新增出院病例中，万州区3例、
江北区 1 例、开州区 2 例、两江新
区1例。

截至2月11日24时，重庆市累
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5例；
现有重型病例29例，危重型病例24
例，死亡病例3例，出院病例79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7910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 11262 人，尚有
664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重庆新增16例确诊病例

防 控

本报讯（通讯员 易宏金 摄影报
道）2月8日，合阳城街道发布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加强对村
（社区）住宅小区防控管理的通告，对
辖区所有物业小区、自治小区、单体楼
院、农村自治院落实行24小时封闭式
管理，严格落实小区进和出人员体温
检测措施，对来访人员和车辆一律严
管严控，加强对居家隔离人员的服务
管理。

封闭式管理启动后，对于被人称
之为“合阳史上最严”的小区管理新
规，群众普遍理解配合。

2月10日上午9时许，洛阳溪社区
滨江国际小区。该小区大约有3个门、
4条通道、2个车库出入口，外来的人员
和车辆非常多。如今，小区封闭式管
理后，目前，只保留了洛阳门街1个人
行出入口和营盘街1个车库出入口。

凡进入小区的人和车辆都要进行
问询并测量体温，符合规定的放行。
小区物业巡逻人员说，现在宣传力度
很大，音响每天都要播报24小时封闭
式管理通告录音，大家的疫情防范意
识较前一段时间也大大增强。从早上
到现在，出入小区人员很少，只有少量
的车辆进出小区，但都要经过问询登
记、测量体温。

小区住户刘伟华说，疫情严峻，虽

然有些不方便，但是可以理解。快递小
哥马文龙说，现在网上下订单，然后再
送到小区让顾客直接来门口取，有的人
虽然不理解，但特殊时期必须这样做。

这几天，营盘街社区给辖区住户
分发了临时通行证，规定每2天一人出

行一次。对确需上班人员出门时要求
必须携带身份证、单位证明，杜绝外来
人员进入小区。

营盘街社区辖区单体楼院多，社
区管理服务力量不够，很多小区居民
和在职党员等，自觉当起了志愿者，协

助社区做好小区封闭式管理工作。
“每家每户都发了通行证，可以两

天出入一次外出购物，克服一下，不会
有太大影响。”家住柏树街44号2-1的
居民黄春莹表示，对政府升级疫情管
控完全赞同和支持，这是政府对市民
一种负责，作为市民完全遵守。

上午11时30分，较场坝社区狮王
华府小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偌
大的告知牌，上面清晰地印着疫情防控
的通告。在小区大门口，两名手持温度
计和表格的保安，要求所有业主戴好口
罩进入小区，并进行体温检测和登记，
非小区车辆一律不准进入，对小区车辆
发放通行证。在小区门口，还设立志愿
者服务岗，每天，工作人员都要对楼道
和公共区域、垃圾桶等进行消毒。快递
外卖等要求一律在门口交接。

目前，合阳城街道辖区所有村（社
区）、住宅小区都实行了24小时封闭式
管理，非本小区人员和车辆一律不得
进入，本小区业主每户每2天凭出入卡
进出1人次购买生活必需品，必须上班
的人员凭单位证明和本人身份证进
出；进出小区人员必须戴口罩，小区内
严禁人员聚集行为；公园、广场、社区、
小区等公共场所一律停止对外开放。
音响喇叭每天播放封闭式管理通告内
容，确保家喻户晓，号召人人遵守。

合阳城街道

实施封闭式管理 群众普遍理解配合

封闭小区路口

本报讯（记者 周云 摄影报道）2
月3日，记者在盐井街道沙南社区和顺
花园A区看到，一位戴着口罩的年轻
女子带着几名戴着口罩的社区志愿者
正在为居家观察人员购买生活用品。
社区居民告诉记者，这位带领社区志
愿者奋战在防疫第一线的年轻女子，
就是沙南社区主任、共产党员彭廿。

据彭廿介绍，从1月25日起，她就
带领社区干部挨家挨户摸排辖区内从
外地回乡人员，尤其重点排查湖北武
汉返乡人员。经过一下午的排查走
访，该社区共排查出4户、16名湖北返
乡人员，其中 1 户 4 人是武汉返乡人
员，所有人员均居家观察，目前已有2
户、9 人过了居家观察日期。为了给

居家观察人员提供服务，经她牵头组
建了沙南社区湖北返乡人员微信群，
每天24小时在线为社区居民服务，为
居家观察人员购买生活用品。

另据社区居民介绍，现年33岁的
彭廿，是一位舍小家顾大家的党员，也
是一位哺乳期的妈妈，她的孩子才 5
个多月大，为打赢疫情防控保卫战，为
了社区群众健康，她始终把工作放在
第一位，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在小区门
口、菜市场等人口聚集的地方劝导，告
诫并提醒居民出门要做好防护措施，
没有口罩的居民请其回家，尽量不出
门走动。每天忙完社区内的劝导工
作，还要回到办公室完成各种疫情防
控的报表，经常看到她总是最后一个

下班。
盐井街道机关干部汤静告诉记

者，2月2日上午，彭廿接到盐井街道
通知，到沙坪红绿灯处领取上级安排
的防疫物资，因路面湿滑，彭廿不慎在
路 上 摔 了 一 跤 ，导 致 鼻 梁 处 划 出
2-3cm的伤口，门牙也摔松动。在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彭廿到医院进行了
包扎，众人劝她好好养伤，她却坚持返
岗工作。

对此，记者问及彭廿，你在哺乳期
而且还受了伤，适当休息一下也可以
理解。而彭廿却回答说：“这点伤算不
了啥，现在是防疫关键期，我绝不能在
关键时候掉链子，也绝不给组织添负
担！”

“我绝不能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彭廿在填写每天的疫情防控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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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上午，区政协副主席、工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刘良金
前往工业园区重庆德佳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希尔安药品有限公
司、重庆达方电子有限公司，实地检查企业复产复工情况，听取企业负责
人关于复工员工排查和管理等情况介绍，并叮嘱企业按规定规范管理，
有序逐步复产复工。 （记者 罗洪）

榜 样

捐 赠

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我区干部
群众在各个路口、楼院设立检查点，严
防死守，形成一条阻断疫情传播的抗
疫战线。文中所要讲述的这位陈海
鸣，就是抗疫战线上的一员。

2月7日下午，古楼镇天子村4组，
天子村与相邻的三庙镇安塘村交界路
口，69 岁的陈海鸣正在对过往的人员
进行询问登记。

“管住人员流动，是阻断疫情传播
的重要途径。这也是我们惟一能为抗
击疫情所做的事。”陈海鸣说。

69岁的陈海鸣是古楼镇天子村的
综治专干，同时也是天子村 4 组的组
长。在新冠状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这
位 1970 年参军，1978 年退伍，有着 48
年党龄的退伍老兵，没有丝毫退缩，冲
在了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天子村有6个组。按照组织安排，
陈海鸣负责自己所在的4组的疫情防
控工作。

4 组在天子村是一个重点组。如
果把整村看成一间房子，这间房子惟
一的门就在4组。它与三庙镇的安塘
村和四川省武胜县的清平镇相接。防
控难度与压力明显比其他组大。

“我们是 1 月 24 日晚接到通知说
取消休假的。25日就开始了人员摸排
工作。”陈海鸣告诉记者。到记者采访
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14天。

4 组现有常住人口 49 户、156 人。
每家每户的情况对于当过16年村支部
书记、10年组长的陈海鸣来说，那是相
当熟悉。

71岁的五保户陆光福在1月21日
去湖北省荆州市走了亲戚，24 日回到
村里。摸排工作一开始，陈海鸣就将
他纳入了重点关注对象，要求他在家
进行居家医学隔离。

要在家里独自一人待上 14 天，这
让陆光福老人很难接受。25 日一整
天，陈海鸣就待在陆光福那里做工作，
终于让他答应在家进行隔离。

“我们4组，从外省回来的共涉及
11户、17人。对于他们，我们全部要求
在家进行居家隔离。目前，全体人员
身体状况良好。”陈海鸣说。

做好重点人员的隔离工作，还要
管住一般人员的流动聚集。在每天的
走访中，陈海鸣总是再三向走访对象
强调不聚集、不赶场的重要性。而因
此给群众带来的生活方面的种种不方

便问题，陈海鸣也是想尽办法帮助解
决。

王静是天子村的本土人才。她告
诉记者：“自疫情发生以来，老书记每
天总是最早到，最晚走。我们每天上
班时，他早就将办公场地的清洁和消

毒工作做好了。除了值班，他总是奔
跑在防控的一线。”

没有惊天壮举，没有动地语言，做
着最基层、最普通的事的陈海鸣说：

“我是一名老兵，一名老党员。这就是
我的职责，这就是我的战场。”

抗疫战线的“老兵”
○记者 李文静 文/图

陈海鸣（右二）正在登记过往人员

本报讯（记者 任洋）2 月 8
日，记者从区商务委获悉，目前，
我区三家餐饮企业（六娃河鱼庄
鼎锅土鸡汤、袁氏全羊庄、凯娃谢
氏酥肉）通过线上下单、线下为市
民配送菜品的方式经营，期间，他
们将把所得收入全部捐给区红十
字会，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贡献
力量。

“开店多年，得到市民的支
持，如今，是我回馈社会的时候
了。”六娃河鱼庄鼎锅土鸡汤老板
刘之华告诉记者。据了解，疫情
期间，三家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餐馆暂停营业，“闲”来无事之
际，大家思考着，如何发挥“做菜”
专长，为抗击疫情做点事？经过

商量，大家一致同意以线上下单、
线下配送的义卖活动形式，为抗
击疫情助力。

“经过与合川餐饮商会商量，
由我们三家企业先做个 4 天至 5
天，看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可
以，其他餐饮企业还会陆陆续续
加入进来。”刘之华说。据悉，市
民可通过拨打电话订餐：六娃河
鱼庄鼎锅土鸡汤（13883368716）、
袁氏全羊庄（15086623800）、凯娃
谢氏酥肉（15223089526）。

“这段时间，餐馆暂停营业，
他们没有其他收入，还愿意通过
义卖活动的形式，为抗击疫情做
贡献，真是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
任感。”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说。

三家餐饮企业线上义卖支持抗击疫情

本 报 讯（记 者 余文文 任
洋 ）为助力疫情防控，履行社会
责任，2 月 8 日，成都统一企业食
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合川营业
所为我区5家医院捐赠饮料1900
件、价值10万余元。

“白衣天使们，你们辛苦了，希
望这些饮料能够派上用场。”当天，
一辆悬挂着“统一企业爱心捐赠”标
语的面包车，为南津街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送来爱心饮
料，简单地寒暄之后，两边的工作人

员一起将150件饮料搬送至库房。
据悉，当天该企业向区中医

院捐赠饮料450件、向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捐赠饮料550件、向南津街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捐赠饮料
150 件、向合州医院捐赠饮料150
件、向宏仁医院捐赠饮料600件。

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统一企业
时刻关注疫情动态，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奉献爱心，为抗击疫情贡
献一份绵薄之力。

成都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合川营业所

向我区五家医院捐赠价值10万余元的饮料

本报讯（记者 任洋 余文文）“要戴口罩、
勤洗手、多通风、少出门……”2月7日，记者在
合阳城街道沙坪社区北城佳苑小区看到，一辆
电动轮椅穿梭于小区公共领域，轮椅上的喇叭
循环播放着疫情防控相关知识，轮椅上这个人
名叫万康，是北城佳苑小区一名住户。

记者了解到，万康是一名脑瘫患者，平时
他喜欢坐着轮椅，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和相

声，在小区里面转悠，前几天，他通过电视了
解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万康也想为抗击
疫情做一点事情。于是，他便把以前听的音
乐全部换成了疫情防控相关宣传知识，从早
到晚，万康要围着小区“跑”3到4圈，只为让疫
情防控知识走进每一个人心中。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我有多大的能力，
就扛多大的责任，办多大的事情。”万康说。

残障人义务担任社区宣传员
本报讯（记者 周云 通讯

员 肖立夫）2月7日，记者从清
平镇获悉，在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中，该镇新木村一96岁老人
去世，家人积极配合抗疫工作，
做到丧事从简。

据清平镇介绍，该镇新木村7
社96岁的胡友兰老人于1月31日

上午10点多钟去世，新木村工作人
员得知此事后，第一时间赶到死者
家中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工作。当
听到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严峻形
势后，逝者家属主动服从疫情防控
大局，积极配合工作，决定丧事从
简、从短，不报丧吊唁，不敲锣打
鼓，不足24小时便将老人下葬。

支持抗疫 丧事从简

（上接1版）积极做好粮食、食用
油、面等重要物资现有库存的排
查工作。主动与重点应急加工
企业对接，准确掌握重要生活物
资后期保障能力，切实保障疫情
防控期间人民群众生活物资市
场供应充足和价格稳定。

同时，该委成立了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对当前的工作

进行分工细化，明确工作责任，
确保能够有效组织调度、密切
配 合 协 作 ，助 力 社 会 大 局 稳
定。并鼓励干部职工利用微信
等宣传载体，发布疫情防控相
关情况，帮助干部职工学习防
疫知识，增强自我防疫意识，坚
定大家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信心和决心。

做好重要生活物资保供稳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