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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云）8
月 3 日，我区突发新冠肺炎
疫情。从 8 月 3 日开始，很
多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志愿
者坚守一线。我区部分餐
饮企业爱心接力，免费为一
线抗疫人员送餐，让他们以
更大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

8 月 4 日上午 11 点，在
晓秧锅火锅南津街希望城
店、步步高店的厨房内，几
名厨师忙着切菜、炒菜，土
豆肉丝、番茄炒蛋、凉拌豆
干、清烧冬瓜，不一会儿，几
道营养又美味的菜就炒好
了，经过分装、打包，火锅店

的工作人员将 150 份午餐快
速 送 到 一 线 抗 疫 人 员 手
中。晓秧锅火锅负责人冉
文 涛 告 诉 记 者 ，发 生 疫 情
后，很多政府工作人员、还
有白衣天使都夜以继日的
奋斗在一线，特别是中午顶
着烈日在一线抗疫，作为合
川的餐饮企业，要尽自己的
一份绵薄之力，与大家共同
应对这次疫情。为了能让
一线抗疫人员吃上可口、营
养的饭菜，他们在做好自身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抽调
了专门人员对餐品进行制
作、打包和运送，及时将餐
品送到一线抗疫人员手中！

餐饮企业为一线
抗疫人员免费送餐

8月4日凌晨4时许，交通街社区居民正在做核酸采样。
记者 刘友刚 摄

8月4日凌晨，合川宏仁医院核酸采样现场。
通讯员 何奇 摄

2022年8月3日，合川区报告新增1例本
土确诊病例（轻型）。该人员为8月3日合川报
告的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现将该人员在渝期间主要活动轨迹公
布如下：

7月31日
00:00-16:14 在合阳城街道狮王华府

家中，未外出。
16:14-16:29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瑞山

西路万品超市。
16:29-17:50 步行回家后，未外出。
17:50-20:46 乘坐私家车前往钓鱼城

街道陈蹄花餐馆（江润店）。
20:46-24:00 返回家中，未外出。
8月1日
00:00-07:00在家，未外出。
07:00-08:00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合州

市场。
08:00-13:00步行回家后，未外出。
13:00-13:45 步行至合阳城街道瑞山

西路合阳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瑞山西路
152号渝蓉良品。

13:45-17:30步行回家后，未外出。
17:30-19:00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瑞山

西路榕树街西路饭店。
19:00-24:00步行回家后，未外出。
8月2日
00:00-18:02在家，未外出。
18:02-20:54乘坐出租车（渝C91P27）到

南津街街道文峰古街和家盛宴餐厅。
20:54-24:00乘私家车返回家中，未外

出。
8月3日
0:00-18:20在家，未外出。
18:20 转运至合川区集中隔离点。
请广大市民对照以上活动轨迹，加强

自查。在上述时间和地点与该病例有轨迹
交叉或有接触的，请主动向村（社区）报备，
于今日起3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核酸检
测结果未出之前，严格落实居家健康监测；
两次核酸检测时间应间隔24小时）。如出
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报告村（社区），到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外出期间做好个人
防护，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参加聚集活
动。

重庆市合川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

2022年8月4日

重庆市合川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关于合川区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在渝活动轨迹的通告

为应对全区严峻复杂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形势，坚决阻断病毒的扩
散蔓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现就进一步强化区内公共交通疫
情防控举措，通告如下：

一、自 2022 年 8 月 4 日起，区内
暂时关闭合川客运中心、太和车站、
钱塘车站、龙市车站、三汇车站 5 个
汽车客运站。

二、自 2022 年 8 月 4 日起，区内
暂停各类包车客运运行，暂停省际、
县际和区内所有班线客运。

三、自2022年8月4日起，暂停区
内外公交线路运营。公交线路暂停
运营期间，请公交客运企业在严格落
实防疫要求的前提下，按照“非必要
不阻断”原则，保留部分公交车解决
医护人员、防疫工作人员等重点人员
出行需要。

四、自 2022 年 8 月 4 日起，暂停
区内出租车运营。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保留部分巡游、网约出租车作为
应急保障车。

五、自2022年8月4日起，暂停水
上巴士、三江游船、城区客渡船运
营。以上暂停事项恢复运行时间另
行通知。

重庆市合川区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交通运输组

2022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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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4日，重庆市通报合川区新
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2（轻型）和4例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2、3、4、5），均系8月3日合川区
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1的密切接触者和同
小区人员。

现将相关人员在渝期间主要活动轨迹
公布如下：

一、确诊病例2
8月1日
08:54-17:13 在合阳城街道较场坝社

区狮王华府小区（无症状感染者1家中）。
17:13-19:36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瑞山

西路榕树街西路饭店。
19:36-21:00 乘坐私家车（渝CTQ025）

前往云门街道祥云小区1栋。
21:00-24:00 步行回云门街道中心街

96号附3号家中，未外出。
8月2日
00:00-07:00家中，未外出。
07:00-07:11步行到云门街道包良心食

材馒粑适店。
07:11-07:22步行到云门街道鼎盛综合

农贸市场内凤梧超市。
07:22-07:52乘坐摩托车回云门街道阳

彪村9社老家。
07:52-20:00在云门街道阳彪村9社老

家附近活动。
20:00-24:00步行回家，未外出。
8月3日
00:00-21:20 在云门街道阳彪村9社老

家未外出。
21:20-22:00步行到云门街道白沙坝核

酸采样点采样。
22:00-24:00步行回家未外出。
8月4日
00:00-02:29 转运至合川区集中隔离点。
二、无症状感染者2
8月1日
08:54-17:13 在合阳城街道较场坝社

区狮王华府小区（无症状感染者1家中）。
17:13-19:36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瑞山

西路榕树街西路饭店。
19:36-21:00 乘坐私家车（渝CTQ025）

前往云门街道祥云小区1栋。
21:00-24:00 步行回云门街道中心街

96号附3号家中，未外出。
8月2日
00:00-06:16 家中，未外出。

06:16-07:05 步行到云门街道鼎盛综
合农贸市场。

07:05-07:22 步行返回家中，未外出。
07:22-10:00 骑摩托车回云门街道阳

彪村9社老家中，未外出。
10:00-10:50 步行到云门街道阳彪村

朋友家。
10:50-18:00 步行回家，未外出。
18:00-20:00 在云门街道阳彪村9社老

家附近耕作。
20:00-24:00 步行回家，未外出。
8月3日
00:00-06:00 家中，未外出。
06:00-21:20 在云门街道阳彪村9社老

家附近活动。
21:20-22:00 步行到云门街道白沙坝

核酸采样点采样。
22:00-24:00 步行回家，未外出。
8月4日
00:00-02:29 转运至合川区集中隔离点。
三、无症状感染者3
7月31日
08:30-09:30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瑞山

西路菜市场。
09:30-20:00 步行至合阳城街道较场

坝社区狮王华府小区家中，未外出。
20:00-21:00 步行至住家附近滨江路

散步。
21:00-24:00 步行返回家中，未外出。
8月1日
00:00-08:30 家中，未外出。
08:30-08:42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瑞山

西路万品超市。
08:42-09:05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瑞山

西路菜市场。
09:05-09:15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学院

路家乐美生鲜超市。
09:15-20:00 步行回家，未外出。
20:00-21:00 步行至住家附近滨江路

散步。
21:00-24:00 步行返回家中，未外出。
8月2日
00:00-08:00 家中，未外出。
08:00-09:10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瑞山

西路菜市场。
09:10-10:10 步行回家，未外出。
10:10-10:30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学院

路家乐美生鲜超市。

10:30-20:00 步行回家，未外出。
20:00-21:00 步行至住家附近滨江路

散步。
21:00-24:00 步行回家，未外出。
8月3日
00:00-09:00 家中，未外出。
09:00-09:30 步行到合阳城街道学院

路家乐美生鲜超市。
09:30-22:00 步行回家，未外出。
22:00-22:50 在狮王华府小区楼下进

行核酸采样。
22:50-24:00 步行回家，未外出。
8月4日
00:00-07:20 家中，未外出。
07:20转运至合川区定点医疗机构。
四、无症状感染者4
7月31日
18:00-20:40 在钓鱼城街道陈蹄花餐

馆（江润店）。
20:40-21:20 乘 坐 213 公 交 车（渝

D87710）回南津街街道南屏西路婆婆湾金
洁院家中。

21:20-24:00 家中，未外出。
8月1日
00:00-08:00 家中，未外出。
08:00-08:30 步行到住家楼下对面168

包子店。
08:30-17:31 家中，未外出。
17:31-20:40 乘坐私家车（渝D92N55）

到合阳城街道瑞山西路榕树街西路饭店。
20:40-21:12 乘 坐 126 公 交 车（渝

A06635D）从合阳城街道瑞山西路到南津街
街道种子公司站。

21:12-24:00 步行回家，未外出。
8月2日
00:00-09:00 家中，未外出。
09:00-09:30 在南津街街道南屏西路

婆婆湾金洁院外散步。
09:30-18:00 步行回家，未外出。
18:00-20:30 步行到南津街街道文峰

古街和家盛宴。
20:30-24:00 步行回家，未外出。
8月3日
00:00-10:00 家中，未外出。
10:00-10:16 在住家附近南屏西路散步。
10:16-16:50 步行回家，未外出。
16:50-17:12 乘坐出租车（渝A551T5）

到南津街街道永辉超市附近转盘处。

17:12-20:20 步行回家，未外出。
20:20-21:00 转运至合川区集中隔离点。
五、无症状感染者5
7月31日
18:00-20:40 在钓鱼城街道陈蹄花餐

馆（江润店）。
20:40-21:20乘坐213公交车（渝D87710）

回南津街街道南屏西路婆婆湾金洁院家中。
21:20-24:00 家中，未外出。
8月1日
00:00-09:00 家中，未外出。
09:00-12:00 乘坐225公交车到南津街

街道金科世界城。
12:00-17:31乘坐225公交车（渝CL2290）

从南津街街道金科世界城回家。
17:31-19:34 乘坐私家车（渝D92N55）

到合阳城街道瑞山西路榕树街西路饭店。
19:34-19:54乘坐126公交车（渝D1670D）

回家。
19:54-24:00 家中，未外出。
8月2日
00:00-10:40 家中，未外出。
10:40-13:00 乘坐225公交车（渝CL2237）

到南津街街道金科世界城。
13:00-15:00 乘 坐 825 公 交 车（渝

A17669D）回家。
15:00-18:00 家中，未外出。
18:00-20:00 乘坐私家车（渝D92N55）

到南津街街道文峰古街和家盛宴。
20:00-24:00 乘坐私家车（渝D92N55）

回家，未外出。
8月3日
00:00-20:20 家中，未外出。
20:20-21:00 转运至合川区集中隔离点。
请广大市民对照以上活动轨迹，加强

自查。在上述时间和地点与该病例有轨迹
交叉或有接触的，请主动向村（社区）报备，
于今日起3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核酸
检测结果未出之前，严格落实居家健康监
测；两次核酸检测时间应间隔 24 小时）。
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报告村（社
区），到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外出期间
做好个人防护，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参
加聚集活动。

重庆市合川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

2022年8月4日

重庆市合川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关于合川区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和4例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在渝活动轨迹的通告

由于合川部分地区被划定为中高风险地区，凡是到过或者
接触过这些地方的人员，就有可能被赋为黄码。赋为黄码后不
需要过度紧张，请务必坚持做到以下几点。

1.立即向所在村（社区）报备。
2.不聚集、不聚餐，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到人群密闭的

公共场所。
3.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到指定的核酸采样点采样

（合阳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津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西医
结合医院），不得到核酸集中采样点采样。

4.未完成“三天两检”前，实行居家健康监测。
5.未落实疫情防控措施造成疫情扩散的，依法追究责任。

合川区卫生健康委
2022年8月5日

合川区卫生健康委关于
赋黄码人员的健康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