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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文静 摄影报道）2月8日起，全
区所有村（社区）、住宅小区实行 24 小时封闭式管
理。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中，作为小区管理者
的物业管理公司，成为保护小区住户身体健康、掐断
疫情传播途径和维护小区正常生活秩序的一道重要
防线。2月10日，记者就部分物业管理公司封闭式
管理小区采取了哪些有效管理措施和便民利民措施
进行了采访。

管住人员流动。减少住户进出次数，禁止外来
人员车辆进入，进而有效控制住人员流动。小区实

行封闭式管理后，不少物业公司纷纷印制
了小区出入卡，对小区进出人员进行管
控。在位于南津街街道的华地领域小区，
小区大门处的LED屏滚动播放着防控疫情
的相关内容。物业公司关闭了多余的进出
通道，仅留下一个人行出入口和一个车辆
出入口。为每家住户印发了小区出入卡，
规定每户每2天只能有1人外出采购生活
必需品。公司还在各楼门口和小区进出口
设置了废弃口罩专用收集桶统一回收废弃
口罩。

加强消毒作业。在紫苑小区，物业公
司要求工作人员每天两次对楼院外围和绿
化区域进行消毒。而人员易集中的电梯，
则每天进行4次消毒作业。所有工作人员
人手一个喷雾小瓶，对公共区域门把手、物
业前台登记本和笔等业主接触较多的物品
进行不定时消毒。

搞好后勤服务。出门不方便，那业主
的日常生活采购怎么办？在花漫里小区，物业公司
每天利用物业公众号、小区管家、业主群等收集采购
信息，第二天一早就由工作人员进行统一采购，然后
分送到业主手中。

据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
区 70 余家物业公司管理的 200 余个小区均全部实
行了24 小时封闭式管理。各物业公司也纷纷采取
多种措施，积极做好小区封闭各项工作，为疫情防
控助力。

物业公司

积极做好小区封闭管理

物业管理对小区进出人员检测体温

本报讯（记者 李文静 摄影报道）2月12日，官渡镇菊星
村3组，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沉寂多日的榨菜地里，又热
闹了起来。数名村民正在地里收割榨菜，好一派春耕农忙景
象。

但细看之下，与昔日农忙时不同的是，收菜的村民人数不
多，而且人与人记之间相隔较远。更为显著的是，每人都戴着
口罩。

“每名来收榨菜的村民，我们都要求他们佩戴好口罩。”菊

星村村党支部书记何青岛告诉记者。
眼下，正值榨菜收割时节。菊星村不

少村民本以为今年长势良好的榨菜可以卖
个好价钱，不想却遇上了肆虐的新冠肺炎
疫情。全村种植的4.5公顷榨菜，因疫情的
影响无法及时收割，正面临着“开花”“空
心”的难题。没人来收购，也找不到人收
割，就算收割了也找不到运输车辆，这让大
家犯了难。

官渡镇党委、政府得知菊星村的情况
后，在做好疫情防护措施的前提下，立即组
织了20多名志愿者（均为居家医学观察14
天以上无异常人员）到菊星村帮助村民收
割榨菜。同时还多方联系到涪陵区一家榨
菜加工企业收购榨菜。

官渡镇副镇长于杰告诉记者，这几天
气温回升较快，导致榨菜生长加快，如果不
及时采收将会导致品质下降而无法销售，
会给群众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我们除组
织人员帮助采收、联系企业进行收购外，还

联系到运输车辆负责将榨菜运送到榨菜厂。
看着装运上车的榨菜，菊星村5组村民唐登刚的脸上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这下好了，榨菜不会烂在地里了，可以卖钱
了。”

据了解，榨菜是官渡镇一大特色产业。全镇现有榨菜种植
面积400公顷。目前，官渡镇已经组织了10支共200人的志愿
者队伍帮助村民抢收榨菜。同时联系了10辆货车专门运输蔬
菜。这400公顷榨菜的收割工作将于本周内全部完成。

官渡镇

帮助解决400公顷榨菜收割运输难题

榨菜收割现场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 摄影报道）根据合
川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安
排，2月14日，我区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通气会，这是疫情防控工作例行新闻
发布的第12场。区政府新闻办、区国资委新
闻发言人分别通报了合川疫情情况和面向中
小企业、个人的扶持政策，香龙镇、二郎镇、涞
滩镇、三庙镇新闻发言人通报了农村地区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

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言人通报了合川疫
情情况。根据市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的全市
新冠肺炎疫情情况，2月13日0时—24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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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日24时，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3例。

确诊病例中，合川区钱塘镇9例，合阳城
街道6例，钓鱼城街道5例，涞滩镇2例、燕窝
镇 1 例。目前 23 例确诊病例中，5 例治愈出
院，18例在进行规范化治疗，其中有1例重症
病例，1例危重症病例。无死亡病例。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累计追踪到确诊病
例的密切接触者 370 人，解除医学观察 214
人，尚有156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其中集中
隔离观察 67 人，居家医学观察 89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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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病源传播。

由于疫情影响，一些中小企业在生产经
营中遇到暂时的困难，区委、区政府已经出台
系列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在抗击疫情中渡过
难关。新闻通气会上，区国资委新闻发言人
通报了面向中小企业和个人的扶持政策。

为积极发挥中小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重
要作用，支持中小企业在抗击疫情中渡过难
关，2 月 10 日下午，区国资委接到区委、区政
府工作安排后，赓即安排开展区属国有企业
出租生产经营资产情况专项清查统计，研究
制定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具体政策。

经清查统计，我区共有 8 家区属国有企
业对外出租资产 1175 宗（其中房产 1047 宗、
土地 7 宗、其他资产 121 宗）498066.91 平方
米，月租金收入约3899657.31元。其中：出租
给企业 146 宗 377035.36 平方米，每月租金
2028439.65 元；出租给个人 1024 宗 118836 平
方米，每月租金 185651.84 元；出租给行政事
业 单 位 5 宗 2192.55 平 方 米 ，每 月 租 金
14700.83元。有14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外出租
国有房产150宗58534.04平方米，月租金收入
245343 元。其中：出租给企业 22 宗 45083.92
平方米，月租金收入 65951 元；出租给个人
128宗13450.12平方米，每月租金179392元。

按照上级文件精神，经区委、区政府研究
决定，减免承租区属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用于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和个人 2 个月租
金，减免期从 1 月 24 日全市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启动开始至3月23日。涉及
出租给企业的有 168 宗 422122.28 平方米，每

月预计免收租金209.44万元。为支持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将承租国有资产用于生产和经
营的个人也一并纳入免收租金范围，将涉及
1152宗132286.12平方米，每月预计免收租金
203.59 万元。两个月预计将减免 826.06 万
元。

据介绍，近期区国资委将尽快组织区属
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及时告知承租人，
并在后期的租金收取时严格审核，据实减免
到位，齐心协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香龙镇新闻发言人通报了促进疫情防控
和农业生产“两手抓、两不误”的情况。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香龙镇早安排、早布置，
积极落实蔬菜供应措施，积极组织、协调化
肥、种子等农用生产物资供应，确保疫情期间
群众的“菜篮子”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全力抓
好春耕备耕工作。

一方面全力保障蔬菜供应，确保疫情期
间群众“菜篮子”供应充足。一是蔬菜种植

“有数”。安排专人实地走访摸排现有农产品
种植、运输、销售情况，精准掌握“一手信息”，
为有针对性的保障供应打下基础。据前期摸
排，香龙镇现有33.3公顷蔬菜基地1个，种植
大户 12 户，蔬菜种类有莴笋、芹菜、萝卜等，
长势良好，可大量上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农产品“香龙大头菜”种植基地 1 个，种植大
头菜23.3公顷，预计产量1500余吨，目前正大
量上市。二是蔬菜采摘“有序”。在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相关措施，保障采摘工人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组织蔬菜基地、大头菜
种植基地和大户采摘蔬菜，每天落实工人 80
余人，加班加点抢收新鲜蔬菜。同时为解决
人手不足的问题，组织镇村40余名党员组建
了“党员先锋队”，帮助抢收蔬菜。三是蔬菜
运输“有道”。在各封闭管理卡口开辟快速

“绿色通道”，对蔬菜运输车辆快速检疫、快速
通过。目前除满足合川群众需求外，每天向
重庆双福国际农贸城供应芹菜、萝卜、莴笋等
新鲜蔬菜10余吨，外运大头菜12吨左右。

另一方面抓疫情期间春耕生产，确保疫
情防控和春耕备耕两不误。一是农资调配到
位。充分征求农户种植需求，充分尊重农户
种植意愿，充分保护农户和农资经销商的合
法权益，依托镇供销合作社和11个村级综合
服务社，建立了统一采购、统一运输、统一送
货到户的机制，避免在疫情期间期内产生不
必要的人员流动。同时，为满足个性化需求，
开通微信或电话等“一对一”“点对点”配送服
务，群众不用上街，农资直接送到家。二是运
输保障到位。建立春耕生产绿色保障通道，
为涉及春季农业生产的车辆和人员出行提供
通行证，使农用物资能够及时、顺利到达田间
地头。三是消毒防护到位。对生产物资以及
运输车辆进行严格消毒、登记，为相对集中的
务工人员提供必要的防护措施，确保不因春
耕生产导致疫情扩散或蔓延。

二郎镇新闻发言人通报了加强边界地带
联防联控工作的情况。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二郎镇针对川渝边界镇人员互相
嵌入居住多、人员流动大等实际情况，及时牵
头对接周边乡镇，迅速启动疫情联防联控工
作，建立了四项工作机制，切实防范外部疫情
输入。

一是建立联动协调工作机制。结合已经
建立的平安边际共享机制，镇防控指挥部主动
与武胜县胜利镇、蓬溪县群利镇、潼南区宝龙
镇建立疫情联防联控协调工作机制。建立镇、
村、组三级协调工作网络，镇主要领导每周一
次对接，分管领导每天一次沟通，重大紧急情
况第一时间联系对接，实时通报防控工作动
态，交流防控工作经验，补齐防控漏洞和短板，
共同解决边界防控工作中的存在问题。村组
保持常态化联系机制，对落实联防联控措施、
处理边界防控问题、控制跨界人员流动、落实
管控责任等工作进行无缝对接。共解决边界
防控问题5个，落实防控措施6条。

二是建立联动排查管控机制。做好双向
排查全覆盖。由镇村网格干部做好户籍地和
居住地全覆盖排查工作，共排查出相关乡镇
在二郎居住重点人员18名，及时通报给对方
纳入居家医学观察。做好双向管控全覆盖。
对排查出来的重点人员，实行户籍地和居住
地落实双向管控，落实好居家医学观察责任，
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发放《居家医学管
理告知书》，落实1名班子成员、1名机关干部
包点，村（社区）干部、驻村民警、村医生、网格
或楼栋长协助管理的“2+5”专人专班管理责
任，按规范开展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做好健
康状况随访，加强人文关怀。动员 100 余名
党员志愿者为居家医学观察的“三类人员”和
行动不便的人员购买基本生活物资。

三是建立联动宣传工作机制。为将疫情
防控政策、知识宣传到位，确保群众对相邻镇
的管控措施、政策进行深入了解，联合相关镇
将对方的防控要求、重点进行了一并宣传，做
到家喻户晓。在边界检查点采取悬挂标语、
横幅、播放音频、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定
点宣传；通过干部入户走访发放宣传资料的
形式开展流动宣传。宣传内容除疫情防控知
识外，还对相邻镇之间的政策、要求、管控措
施一并给群众宣讲到位。

四是建立联动值守工作机制。在与二郎
相邻的 8 个边界路口均设置了卫生检疫站
点，实行 24 小时轮流值守。坚持逢车必检、
逢人必测的原则，每个边界检查点均有对方
村社干部协助开展人员和车辆的劝返工作，
对恶意冲卡行为共同采取管制措施。同时重

点做好信息登记、体温监测和车辆消毒工
作。截至目前，检查了各类车辆 1000 余台
次、人员3000余人次，未发现异常情况。

涞滩镇新闻发言人通报了开展摸排管控
工作的情况。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涞滩镇
以最严格的综合防控措施，齐心协力筑牢防
线，打好防控组合拳，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阻击
战。

一是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第一时间启动
《涞滩镇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成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设8个工作组，
制定居家医学管理、舆情处置、应急处置等 3
个专项应急预案。建立领导包村，干部包社，
网格员包户工作机制，通过定岗、定人、定责、
定时，入网入格、入家入户，确保工作全覆盖、
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坚持每日一调度，通过
现场办公、视频会议，及时传达上级会议精
神，梳理目前存在的问题，再安排、再部署当
前工作，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二是落细落实防控措施。做好“地毯式”
排查，广泛发动辖区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等
防控力量，通过电话、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
前后三轮拉网式排查外地回镇人员及其密切
接触者，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目
前，涞滩镇共排查外地返合人员共计 6351
人。做好防控宣传，用好宣传车、小喇叭、村
村响、电子屏、张贴公告、短信、微信、QQ 等
宣传手段，大力宣传疫情防控措施，引导群众
正确认识疫情，科学掌握防控知识。依法处
置故意制造、传播谣言的违法行为。做好居
家医学管理，全面落实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
外地返乡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等3类人员以
户为单位的居家医学管理措施，切实阻断传
染扩散途径。目前，全镇累计纳入居家医学
管理 346 户 966 人，已解除居家医学管理 283
户744人，现有居家医学管理63户222人。

三是织紧织密防控网络。严守卡点关
口，在重要路口设置检查劝导站 13 个，为进
村人员进行体温测量、进村车辆进行消毒，并
极力劝返外来人口、劝退本地群众，减少群众
流动。截至目前，累计劝导车辆 2300 台，检
测体温 4300 人。控制人群聚集，关停景区、
麻将馆等娱乐场所，劝导群众取消坝坝宴。
组织党员干部全域巡逻劝导，全面禁止各类

聚集性活动，劝离聚集群众，防止交叉感染。
落实公共区域消杀，实施公共场所和人员密
集场所全面消杀，累积超过 180 万平方米。
铁纪参战奋战，坚持每天督查上岗、落实疫情
相关工作情况，以“战时”思维，运用“战时”方
法，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四是用心用情做好服务。全力保障一线
工作人员安全，主动提前筹集、采购口罩、消
毒用品等物资，做到“不等、不靠、不要”；组织
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为劝导站送流感茶、
矿泉水、方便面等。全力争取群众支持理解，
印发《关于进一步发动党员群众参与新冠肺
炎疫情群防群治工作的通告》，广泛发动基层
党员群众支持理解，参与疫情防治宣传监督
管理工作。全力确保居家观察人员生活无
忧，由机关干部、派出所民警、村（社区）干部、
网格员、乡村医生组成“五对一”监测小组，为
居家观察人员上门测体温，采购生活用品并
送货上门，为每一户观察人员送去消毒物资，
确保观察人员在家生活有保障，居家环境更
安全。

三庙镇新闻发言人通报了开展防疫宣传
工作的情况。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三
庙镇做到宣传引导、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
面加强，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开展。

一是正面发声导好向。落实专人关注网
络舆情，加强疫情防控突发敏感舆情应急处
置。按要求及时发布疫情防控信息、科普知
识及通知公告，并提出相关措施建议和倡
议。加强疫情防控举措，医务人员、党员干部
坚守一线典型，普通群众顾全大局、群防群治
方面的宣传报道力度，弘扬正能量。增强群
众自我防护意识和社会信心，形成众志成城、
联防联控的良好局面。

二是立体发声造好势。组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所志愿服务小分队、党员志愿服务小
分队共38支，进入场镇、网格、防疫检测点宣
传劝导。录制宣传音频 12 条，利用小汽车、
面包车16台，三轮车、摩托车20余台，搭载音
响、小喇叭、话筒等，在镇村道路流动宣传劝
导。在主干道制作 3 块大型公路宣传牌，悬
挂横幅 300 余条，张贴公示公告、宣传海报
700余份，做好定点宣传劝导。

三是盯点发声助好力。根据疫情发展和
全区统一安排，针对暂停大型人员聚集活动，
加强外省返合来合人员居家隔离和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行政服务窗口对外办公延期，村
（社区）住宅小区疫情防控升级管理等，我们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不同的地点，突出宣传重
点。先后发放宣传资料 3 万余份，利用气象
管理平台、QQ群、微信群发送疫情防控宣传
短信1000余条。

四是温馨发声服好务。把健康小知识、
科学防控知识以及涉及群众工作生活的提
示、公告，全面、循环宣传。把志愿服务小分
队代购上门、协助就医、家电小维修、助力春
耕生产等服务事项及联系方式，宣传进网格
进院落进住户。通过一系列温馨宣传，让群
众充分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怀。

合川日报、合川电视台、合川广播电台、
合川手机台、今日合川网、合川手机报、“今日
合川”官方微博、“今日合川”官方微信、“今日
合川”APP等区属融媒体参加。

我区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通气会

区属国企和相关单位减免承租企业和个人2个月租金
严防死守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新闻通气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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