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天救援队员在农贸市场消毒

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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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 样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斗中，有
一群穿着蓝色制服的志愿者的身影穿
梭在我区大街小巷消毒，不少市民亲
切地称呼他们为“蓝朋友”。2 月 11
日，记者了解到，这群“蓝朋友”来自合
川蓝天救援队，该队是一支公益、专业
的民间紧急救援队伍，自疫情发生以
来，他们主动联系相关部门，为疫情防
控添砖加瓦。

2月11日中午，受区卫生健康委的
委托，合川蓝天救援队6个队员来到南
津街农贸市场开展消杀工作。将稀释
好的消毒液装箱之后，便背着喷雾机，
沿着农贸市场内的过道，逐一喷洒消毒
液。喷雾机药箱能容纳15公斤消毒液，
加上汽油和机器的重量，他们要负重20

多公斤，每喷洒一轮就得添加消毒液。
队员们趁着添加消毒液的间隙坐在地
上简单休息一会儿后，又投入工作中。
几轮喷洒下来，汗水早已将衣服浸湿。

合川蓝天救援队队长杨志剑告诉
记者，自疫情发生以来，他就高度关注，
同时号召队员们行动起来。他们联系
区卫生健康委、区红十字会、团区委等
相关部门，主动请缨，共同抗击疫情。
为了高效做好消杀工作，他们自筹资金
采购了2台喷雾机，大大地缩短了消杀
时间，提高了消杀效率。

“这些队员虽是志愿者，但都受过专
业的训练，做起事来驾轻就熟，为我们省
了不少心。”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提
起这支队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说，

从2月4日起，合川蓝天救援队就开始协
助有关部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物资捐
赠方面，该队联系蒙牛乳业对区人民医
院和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物资捐赠。
协助区红十字会到江津区双福镇运输防
疫消毒水回合川。协助区卫生健康委前
往多个镇街、农贸市场、高速公路收费站
等实施全面消杀工作，工作强度非常
大。防疫期间，口罩十分稀缺，队员们每
天工作的口罩都由自己购买，从未要求
为他们配发口罩。

虽然连日来的高速运转让队员们
疲惫不堪，脱下防护服后，他们擦了擦
汗水，又继续奔走在下一个需要他们的
地方。一个个蓝天救援队员用实际行
动表达了对抗疫的决心。

可爱的“蓝朋友”
○记者 余文文 文/图

在疫情防控中，除了守护在一线
的基层干部、医护人员，还涌现出许多
心系疫情防控的好心人。2月11日，记
者从钱塘镇了解到一些好心人在疫情
防控中的感人故事。

村民主动请战

1月25日，大年初一，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严峻。一大早，钱塘镇三元村
村委会干部正在做入户排查前的准
备，这时候，村里的年轻人、党员郭力
走了进来，主动申请作为志愿者加入
排查工作。大家不禁感慨，这个时期
能直面疫情、心系乡亲，放弃与家人团
圆的举动着实让人敬佩。

就这样，郭力开始每天与村干部
一起工作。排查湖北省返乡人员，参
与公共区域消毒。早出晚归，一切似
乎与过年氛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不仅如此，因为深知一线的危险性，郭
力把自己的50个口罩捐给了三元村村
委会，给没有口罩的基层干部加一层
防护。他说：“这个时候，家需要守护，
但家乡百姓更需要守护，我是一名共
产党员，这是我的职责。”

好心司机送食品

2 月 6 日下午 2 时，渝武高速公路

钱塘下道口，一辆牌照为渝A085Z6的
白色小车在检测站旁边突然停了下
来，车主从车内搬出4箱方便面给工作
人员说：“天冷，大家辛苦，这是一点小
心意，我还要给其他卫生防疫检测站
送一点。”

刚说完，车主就急忙转身开车驶
入高速路，整个过程仅仅2分钟，还来

不及了解他的名字，甚至没来得及留
一张照片，但这份爱心却让在场的工
作人员牢牢铭记。

小伙子送来口罩

2月6日，钱塘镇凤寺村村委会办
公室，突然走进一名说着普通话的年

轻人，他放下 50 个口罩便匆忙离开。
好不容易才打听到，送口罩的小伙子
名叫付伟、今年30岁、西安人，是凤寺
村某村民的女婿，被问到为什么想到
给村委会工作人员送口罩时，付伟的
回答很简单，因为有一天村委会工作
人员上门排查，他看见工作人员只带
着一层薄薄的口罩，心里很不是滋味
很，于是他将自己好不容易买到的100
个口罩分了 50 个送给村委工作人员，
他说：“基层干部不容易，每天直接与
众多村民进行接触，自身危险性很大，
那薄薄的口罩防护作用太小，我只是
希望他们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建筑老板赠送消毒液

2月9日下午16时左右，一辆白色
福特轿车驶入钱塘镇政府大院，车主
是曾经参与钱塘迎宾路桥梁改扩建工
程负责人邹大东，他见到政府工作人
员就急忙说：“我从新闻中关注到新冠
肺炎疫情还很严重、很揪心，想来想去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想送点防
疫物资，疫情期间大家一定要注意安
全。”邹大东一边说一边将车内的消毒
液一桶一桶的往地上放，不一会儿地
上就放满了消毒液，满地的消毒液承
载的不仅是热心群众的关爱，更多的
是他对钱塘的满满情谊。

面对疫情 我们不做旁观者
○记者 魏鑫 通讯员 罗梦意 文/图

邹大东（右）赠送防疫消毒液

广大市民朋友：
2 月 9 日至 2 月 12 日，合川

区新发现3例确诊病例，其中，2
月9日1例，系2月1日发现的阳
性检测者转为确诊，2月11日2
例，1 例由 2 月 2 日发现的阳性
检测者转为确诊，1例为居家管
控人员确诊。现寻找可能接触
者，为了您和他人身体健康，无

论您有无症状，与病例同一时
点、同一地点购物、就餐等有可
能接触的人员，都请主动与辖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系，其中，
病例18和病例20与合阳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联系，联系电话：
13883884117；病例 19 与钓鱼城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系，联系电
话：13594021471。

合川区确诊病例活动轨迹公告（五）

病例18：（系确诊病例5的丈夫）

日期

1月21日

1月21日

1月21日

1月22日

1月22日

1月23日

1月23日

1月23日

1月23日

1月24日

1月24日

1月25日

1月25日

1月26日

1月28日-31日

2月1日

2月1日-2月9日

时间

中午

下午

晚上

中午

晚上

中午

下午

晚上

晚上

中午

下午

中午

晚上

晚上

全天

上午

全天

地点

南津街黑豆花餐饮店

柏树街如家酒店

中奥城1幢

中奥城1幢

梓桥街巧滋味自助火锅店

中奥城1幢

一桥头长松楼

中奥城1幢

一桥头长松楼

营盘街6号粉馆

一桥头长松楼

中奥城1幢

别凡溪21号唐肥肠豆花家常菜餐馆

别凡溪21号唐肥肠豆花家常菜餐馆

合阳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合川区人民医院

永川区人民医院

事项

用餐

住宿（从1月21日-1月27日）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打麻将

用餐

打麻将

打包米粉

打麻将

用餐

用餐

用餐

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隔离治疗

定点治疗

日期

1月22日

1月23日

1月23日

1月24日

1月24日

1月24日

1月25日

2月8日

2月9日

2月10日

时间

19:00-20:50

10:00-10:30

10:30-14:30

9:00-10:40

11:00-14:00

14:00-14:30

9:00-11:00

18:40-19:10

10:40-17:30

8:10-

地点

三星步行街的“民国记忆”火锅店

义乌广场

渭沱镇大岚村9社

中医院门诊

涪江一桥头“碧碧鱿鱼鸡”汤锅店

重百商场一、二层

重百商场三楼

东渡大桥潼乐购超市

渭沱镇大岚村9社

宏仁医院

事项

用餐

买灯笼

用餐

就诊

用餐

购物

购物

买菜

上坟用餐

就诊

日期

1月21日

1月21日

1月22日

1月23日

1月24日

1月25日

1月28日——2月1日

2月2日

2月3日-至今

时间

中午

晚上

中午

中午

中午

中午

全天

全天

全天

地 点

柏树街如家酒店

中奥城C区

钱塘镇三元村2组

步步高5楼

中奥城C区

中奥城C区

合阳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合川区人民医院

永川区人民医院

事项

住酒店（1月21日-1月28日）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用餐

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隔离治疗

定点治疗

病例19：

病例20：（系确诊病例9的女儿）

合川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2月12日

本报讯 根据重庆市卫健委官
网2月13日发布的疫情通报，2月12
日0时-24时，合川区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例（来自合阳城街道）。
截至2月12日24时，合川区累计报
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例，其中涞
滩镇2例、钱塘镇9例、合阳城街道5
例、钓鱼城街道4例、燕窝镇1例。

目前21例确诊病例中，18例

在进行规范化治疗，3 例治愈出
院；1例重型病例，1例危重病例，
无死亡病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
触者367人，解除医学观察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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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合川新增1例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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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和2月11日分
别新增1例和2例。新增病例涉
及19个小区（场所）。发现确诊
病例后，疾控部门已立即对所涉
及的小区（场所）进行了严格的
终末消毒，督促指导社区（村）和
物业做好日常预防性消毒工
作。与病例有关的密切接触者
已送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

希望大家不要恐慌，也不要太
在意所在小区（场所）有没有病例。
有病例和没有病例的小区（场所）都
应该做好防控工作。即使没有病例
的小区（场所），也要做好个人防护。

合川区新增病例涉及的小

区或场所共19个：
南津街黑豆花餐饮店；柏

树街如家酒店；中奥城 1 幢；梓
桥街巧滋味自助火锅店；一桥头
长松楼；营盘街 6 号粉馆；别凡
溪 21 号唐肥肠豆花家常菜餐
馆；钓鱼城街道碧水康桥小区；
三星步行街的“民国记忆”火锅
店；义乌广场；渭沱镇大岚村 9
社；中医院门诊；涪江一桥头

“碧碧鱿鱼鸡”汤锅店；重百商
场1楼、2楼、3楼；东渡大桥“潼
乐购”超市；宏仁医院；中奥城C
区；钱塘镇三元村；步步高5楼。

合川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2月12日

合川区病例涉及的小区或场所信息（三）

（上接1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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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职
能部门要强化对水、煤、电、油、气、运等生产
要素供需状况的动态监测，对辖区生产供应
企业逐一走访、逐一对接，密切关注疫情防控
期间各类能源要素的生产、运行、储备变化情
况，加强预测预警，精准调度，督查防疫工作
落实落细。

重庆新方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位于工业
园区南溪组团医药产业园。该公司以生产医
用耗材、消毒产品为主，于1月29日正式复工

复产。为了抗击疫情，现集中精力生产医用
酒精、免洗手消毒凝胶。公司负责人粟春雷
说，很多订单暂时没法满足，不过已紧急增加
生产线，缓解一部分紧缺消毒产品供应问题。

同在医药产业园内的重庆科雷卫生材料
有限公司，现在主要生产一次性医用口罩。
该公司员工蒋小华负责机械设备调试，1月27
日就回到公司为复工复产做准备工作。“为了
不影响口罩生产工期，对于机械设备必须做
到随时发现问题随时检修。疫情当前，每个
人都应更具责任感、使命感，能为抗击疫情贡
献自己的力量我很欣慰。”蒋小华说。

我区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华龙网讯（首席记者 黄宇）
2 月 13 日，记者从重庆市卫生健
康委获悉，2 月 12 日 12—24 时，
重庆市报告新冠肺炎新增确诊
病例 9 例，新增重型病例 1 例，重
型病例转普通型病例 1 例，重型
病例转危重型病例 2 例，危重型
病例转重型病例 2 例，新增出院
病例15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万州区 1
例、南岸区1例、长寿区1例、合川

区1例、綦江区3例、奉节县1例、
两江新区1例；新增重型病例为巫
溪县1例；重型病例转普通型病例
为开州区1例；重型病例转危重型
病例中，合川区1例、潼南区1例；
危重型病例转重型病例中，万州区
1 例、奉节县 1 例；新增出院病例
中，万州区1例、大渡口区2例、九
龙坡区2例、南岸区1例、渝北区1
例、长寿区5例、綦江区1例、璧山
区1例、两江新区1例。

重庆新增9例确诊病例

（上接1版）要对全区所有已复
工复产企业的在岗人员、防护
条件再核查、再检查，重点核查
人员的来源地、接触者等，将核
查数据与部门、镇街共享；对佩
戴口罩、分餐制、体温检测、消
毒消杀等防疫措施落实情况实
行日检查，检查结果进行备案
管理。要严格控制人员流动，
倡导有条件的企业对员工实行
封闭式管理。

徐万忠要求，加强对重要

生活物资的组织统筹和监测，
帮助企业解决货源组织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千方百计保障
N95 口罩、医用防护服等医用
物资供应。尽快研究制定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
渡难关 20 条政策措施实施细
则，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徐
万忠还对农贸市场等经营场所
管理、交通卡口设置、财政政策
落实、重大项目建设等提出具
体要求。

全力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

（上接1版）
会议强调，要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管住看得见的人员流动，阻断看不
见的病毒传播，严格落实重点防控举
措，确保做好疫情防控各项重点工
作。一要加强重点对象的治疗、隔离
和检测。对确诊病例要进行及时科学
治疗，提高收治率、治愈率，降低感染
率和病亡率；对疑似病例要送入定点
救治医院进行隔离、观察、治疗，对隔
离期满的密切接触者要抓紧进行核酸
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解除隔离观察，
对仍在隔离期的密切接触者一律进行
集中隔离观察；对集中隔离观察对象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有高风险基
础疾病需要定期接受治疗的对象或到
集中隔离点存在感染风险的对象，要
送入定点医院进行医学观察，对家庭
生产生活存在特殊情况的对象，要采
取提供服务的方式，帮助其解决家庭
困难；对有发热症状的人员也要进行
集中隔离观察，并采取核酸检测措施，
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分类处置，防止交
叉感染。二要加强场所管理，预防疫
情扩散。对小区、楼栋继续实行封闭
式管理，对商场、宾馆、农贸市场、超
市、药店等场所，要按照既定的措施继

续抓实抓细，对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相匹配需要暂时关闭的
场所要应关尽关。三要抓细抓实企业
复工复产防控工作，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对需要复工复产的企业不能简单
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要在人员排查
确切、企业内部防控措施严格规范落
实的前提下逐步复工复产；要对留守
人员和返厂人员进行排查，采取一人
一档案，同时公安、社会治理综治中
心、镇街、社区和医疗卫生部门要进行
资源共享，通过大数据比对，签别出可
疑对象，并采取相应处置措施，防止出
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快的现
象；属地镇街、园区要严格审批，并逐
一进行核查，未经审批同意，企业一律
不得复工复产，企业员工未经同意不
得返合返厂返岗。四要加强交通管
控，按照既定措施落实到位，防止外部
输入风险。五要做好春耕备耕和农产
品销售工作。抓紧组织好化肥、种子、
农膜、农药的储备和分销，做好农机具
消耗物资的储备和农机具的日常修理
维护，同时畅通农产品运输渠道，保障
农产品正常销售；对大型养殖场所要
进行细致研究，帮助解决具体困难，做
到防疫、营销两不误。六要强化防疫

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要统筹
管理防疫物资，捐赠的物资和资金要
全部用到群众和一线工作人员，所有
单位的物资和资金要专款专用，确定
专人进行核算和管理；要充分调动口
罩、防护服、消毒液、医用手套等医用
防疫设备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加快推
动企业复工达产，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扩大产能或转产，全力以赴帮助企业
解决原料、用工、资金短缺等问题，同
时坚持特事特办，解决企业办证办事
等问题；要继续发挥多渠道采购的优
势，解决我区当前存在的防护服、N95
口罩短缺的问题，同时对库存进行监
测、对价格进行检查；对消耗量大、库
存持续减少的大众生活必需品，要进
行紧急组织调配，确保供应充足。七
要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
府出台的支持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各项
措施，大力宣传、执行到位，同时根据
我区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
举措，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要系统分析
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把疫情对经
济的影响降到最低。

会议强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
次大考。各级各部门要担负起责任，

经受住考验，把问题思考得更细一些，
把措施制定得更实一些，把工作落实
得更快一些，确保打赢疫情防控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目前，我区疫情防控形
势仍然复杂严峻，疫情防控工作仍然
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进一步强
化疫情防控举措，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一要着力
抓好集中隔离，全面落实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措施，进一步完善解除隔离程
序，符合条件后方可解除。二要加快
核酸检测速度，及时作出明确诊断，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三要统筹好医学诊断、治疗工作，统筹
各医疗单位做好疑似病例观察、诊断、
治疗和确诊病例的信息报送工作，做到
心中有数。四要着力加强信息工作，强
化对外信息报送和内部信息共享，关注
舆情动态，打击造谣、传谣行为，适时发
布疫情防控情况，宣传疫情防护知识，
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五要
加强流动人员管控，切实抓好小区、楼
栋管理，管住人员流动，防止疫情扩
散。六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防止安全事故发
生。七要务实做好企业服务，坚持特事
特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指挥部副指挥长，有关部门、街道
办事处负责人参加会议。

分析当前疫情形势 研究部署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