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8日上午，狮滩镇志愿者帮助村民查看“渝康码”通讯员 王雷 摄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
突发疫情，区委、区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和
市委的决策部署，第一时间发出集结动员
令，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
畏酷暑，闻令而动、向疫而行，冲锋在前、火速
迎战。上万名镇街、村（社区）党员干部群众
化身“守护者”，5000余名区级机关企事业单
位党员干部下沉镇街转为“志愿者”，组建成
一支支党员干部突击队，他们以扎实的作风
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全力以赴守护好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有不少的“夫妻
档”“兄弟连”“家人团”，请跟随着记者的笔和
镜头去看看他们奋战“疫”线的感人瞬间。

夫妻同心携手战疫情

在铜溪镇圣灯村核酸检测点，有一对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年轻夫妻，即区委党
校干部、共产党员朱东东及其妻子。

8月3日疫情发生后，朱东东和妻子第
一时间联系其所居住的合阳城街道将军路
社区，主动投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出发
时，他们顾不得3岁孩子的哭闹，简单安抚
之后，便将孩子交给外婆照管，去到绿
港·财富广场1号门核酸检测点参与人员信
息采集。直到8月4日上午9时小两口才回
到家，刚躺下没多久，朱东东又接到在职党
员下沉社区的通知，顾不上多休息几分钟，
多看几眼孩子，朱东东立即赶赴立石子社
区丽景水岸小区协助核酸检测工作，妻子
则继续留在绿港·财富广场1号门核酸检测
点服务。

8月6日，朱东东和同事又奔赴铜溪镇
圣灯村协助核酸检测工作。期间，他还组
建了一支志愿者爱心车队，免费接送医务
工作者和志愿者到各自的工作点位，并帮
忙转运部分抗疫物资。至8月8日，朱东东
与妻子已为多个核酸检测点累计完成近万
人次核酸检测信息录入。

用行动诠释责任彰显担当

“广大村民朋友：体温要常测，发热要
就诊，个人卫生要做好，勤洗手来多通风，
社交距离要保持，一米以上最安全……”8
月9日一大早，党员志愿者易本龙正拿着大

喇叭“走街串巷”，向大石街道柿子村村民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柿子新农村，居住着大石街道及周边
700 余名村民，他们大多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为让广大村民第一时间掌握疫情动态、
记住防疫防护措施，易本龙利用村里跳广
场舞的移动音响，不间断地播放疫情防控
措施和最新通知，及时将疫情防控的声音
传递到千家万户。

今年 56 岁的易本龙既是一名共产党
员，也是大石街道柿子村党支部书记。面
对此次疫情，他除了带领党员干部“走街串
巷”宣传防疫信息之外，还组织村民进行核
酸采样、在村口多个路口设卡封控……连
日来的连轴转工作，让易本龙很是疲倦，但
作为一名党员的易本龙表示，共产党员要
干在先、冲在前，亮身份、做表率，发扬不怕
苦不怕累的精神，不断服务群众，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践行使命与担当。

平凡岗位上的不凡坚守

为了满足群众需求，区人民医院在城
区设立了48个临时核酸检测点，区人民医
院运营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晓琦被抽调到
南津街婆婆湾301号担任点长，负责统筹协
调工作。“在疫情面前，无论是谁，都应该听

从组织安排，为抗‘疫’献上自己的绵薄之
力。”李晓琦告诉记者，她作为临时核酸检
测点点长要与社区点长对接协调，让居民
配合做好集中核酸检测，同时给自己的四
名组员提供后勤保障，并将核酸检测中发
现的问题及时给上级进行反馈。

8月7日22时，位于南津街婆婆湾301
号的核酸检测点灯火通明，前来做核酸的
居民井然有序地排着队。李晓琦戴着口
罩，穿着防护服，拖着打着钢板的腿来回忙
碌。婆婆湾301号是老旧小区，小区里老人
居多，他们听力不好、行动不便，许多还是
独居老人，没有子女陪伴，李晓琦便倾注更
多的耐心、细心、责任心来协助社区引导老
人进行核酸检测。“遇到困难只能克服困
难，但我真的算不上辛苦。我们组员们隔
离服下的衣服早已湿得滴水……”在现场
统筹协调的李晓琦满身是汗，她顾不得和
记者多说，又投入到工作中。

“老友”不惧风险护家乡

在南津街街道白鹿山社区秦家池街
核酸检测点，活跃着三位“硬角儿”志愿
者，他们相识 20 年，白天一早出门参与楼
院管控，晚间换装防护服投身核酸检测信
息录入，全程工作强度、工作状态拉满，在

疫情防控一线上演着一幕幕彼此加油鼓
劲的“老友记”。

“别看我有点憔悴，我其实壮得像头牦
牛……”“昨天是谁累趴下了，防护服还是
我帮忙脱掉的……”8 月 9 日晚，刘勇、李
征、杜鹏三人准时出现在秦家池街核酸检
测点，开着“互损”的玩笑。刘勇、李征、杜
鹏三人是“80后”普通市民，来核酸检测点
之前，刚结束楼院管控志愿服务。

疫情发生后，刘勇、李征、杜鹏三人就
从事志愿服务达成一致，迅速与社区取得
联系成为志愿者。从8月5日起，刘勇、李
征、杜鹏三人始终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开
启了“白加黑”及两线连轴转的工作模式。
饿了就用携带的面包、矿泉水简单果腹；累
了就彼此加油鼓劲，工作时全神贯注、状态
满满，结束任务后瘫坐在一起拧干衣服上
的汗水，继续“互损”。

刘勇告诉记者，他们三人只是合川人
的一个缩影，作为这座英雄之城的儿女，在
疫情面前应该挺身而出，为守护脚下这片
热土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在此次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每一份坚守都是英雄的
付出，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党员干部群众
的挺身而出，才更加坚定了我们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

抗“疫”战场党旗飘扬
——我区众志成城干群同心战疫情纪实（1）

○记者 周云 刘鑫宇 刘冰凌 谌永恒 通讯员 邹颖 杨彬

广大市民朋友们：
根据当前我区疫情发展形势，为及时有效

发现和控制传染源，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落实“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防
疫政策，合川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决定于8月9日开展区域核酸检测，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采样时间
2022年8月9日20时启动区域核酸检测，

具体安排以各街道办事处或社区的通知为准。
二、检测对象

合阳城街道、南津街街道、钓鱼城街道、云门街
道辖区全体居民。

三、注意事项
（一）启动核酸检测时，请居民在居住地保

持原地相对静止，根据镇街（社区）工作人员安
排时间段和采样地点，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或提前准备好渝康码，未成年人需由监护人陪
同检测，规范佩戴口罩，准时前往采样点进行
核酸检测，并按现场指引有序排队，与他人保
持1米以上合理距离，不插队、不交谈、不聚集。

（二）请居民尽量携带智能手机，主动配合

采样点工作人员做好测温、验码、信息登记工
作，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体温测量正常后
方可进入采样点。采样等待过程中，请根据实
际情况做好防暑降温等措施。

（三）采样完成后，请做好防护，按照指定
路径尽快离开采样点回到家中，严格遵守当前
疫情防控规定，回家后非必要不外出。

（四）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未超过48小时的
人员，需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进行报备，经社
区登记后不参加本次核酸检测。

（五）采样检测期间，将有摸底排查队伍入

户了解核酸检测情况，对卧床、残障等不能自
主行动群体，安排“上门服务采样小组”入户上
门进行采样检测，请广大居民积极配合。对核
酸检测给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不便，请给予
理解和支持。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守护家园安全，保
护家人平安，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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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重庆市合川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关于继续开展区域核酸检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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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部分市民的“渝康码”成了“黄
码”或者“红码”，有的做了核酸检测后还是
没转成“绿码”，如何转码成了困扰部分市
民的问题。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相关部
门给出了解答。

一、“渝康码”为“黄码”或者“红码”，怎
么办？

（一）“渝康码”为“黄码”的：一是需要在
“渝康码”变为“黄码”后，完成3天内2次核酸
检测，且两次核酸采集时间间隔至少24小
时。二是“三天两检”期间，需严格自我居家
观察。三是“三天两检”均为阴性后，需主动
向所在社区上报健康情况、核酸检测情况、

“渝康码”情况，待社区核实并按流程处理后
可转为“绿码”。

（二）“渝康码”为“红码”的：“红码”人
员主要为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密接及
次密接人员、高风险区人员等，需要主动配
合根据相关管理要求完成集中隔离或居家
隔离，解除风险后即可转为“绿码”。

（三）若为黄/红码人员，但收到的短信提
示与（一）（二）条操作要求不一致的（例如：需
要进行三次核酸检测），请根据短信提示内容
进行相关操作，完成后即可转为“绿码”。

（四）存在黄/红码转码不及时的，具体
原因为：个人手机号码异常、核酸检测未按
要求完成、自我健康监测时间不足7天、未
向所在社区上报情况等。这些情况中需主
动联系所在社区，了解具体情况后按要求
进行转码操作。

二、手机号码非本人使用，但本人“渝
康码”为黄/红码，怎么办？

例如：本人身份证注册的手机号码被亲
属绑定“渝康码”，该亲属近期可能到过中高
风险地区，或与确诊患者有时空伴随等，导
致本人“渝康码”被赋与黄/红码。这种情况
本人需要主动联系当地社区，核实手机号码
与实际使用人是否相符，待社区核实并按流
程处理后可转为“绿码”。

三、按要求完成核酸检测、居家隔离等
措施后，目前仍未能转码，怎么办？

主要原因为：社区进行排查时，存在未
及时接听社区电话、拒绝接听电话或还在
排查过程中等情况，导致社区无法核查相
关信息，未能转码成功。这种情况中本人

需主动联系所在社区，配合社区完成排查
后才能转为“绿码”。

四、“渝康码”异常人员如何主动联系
社区？

“渝康码”异常人员，可进入“渝康码”
首页，点击“我要申诉”，在“社区报备栏”查
看所属社区、联系电话，通过电话联系所属
社区完成排查报备。

五、“渝康码”有异常，找谁申诉？
24 小时热线： 023-12345，
023-67724648， 023-67724708，
023-67724758， 023-67724918，
023-67724938， 023-67725038，
023-67725078， 023-67725138，
023-67725148， 023-67725178，
023-67722051， 023-67722059，
023-67722107， 023-67722115，
023-67722203， 023-67722379，
023-67722467， 023-67722507，
023-67722930， 023-67722954。

“渝康码”变色怎么办？莫慌，解答来了！
——相关部门就“渝康码”有关问题答疑解惑

2022年8月9日，重庆市
通报合川区新增1例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无症状感染者
10），系无症状感染者1的密
切接触者，在隔离管控人员
中发现。

按照《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防控方案（第九版）》有关
要求，现对该无症状感染者
8月6日—8月8日的有关情
况予以通报：该无症状感染
者从 8 月 4 日起被集中隔
离，无社会面活动轨迹，现
已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隔

离治疗。
请广大市民主动配合疫

情防控工作，自觉遵守法律
法规，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不造谣，加强个人防护，规范
佩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
保持“一米线”社交距离，全
程接种疫苗，尤其是市外中、
高风险地区来合返合人员，
按规定第一时间向社区报
备，共同守护健康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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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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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有关情况的通报

本报讯（记者 刘冰凌）8
月 9 日上午，我区召开疫情防
控社区排查工作视频调度会
议。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姜雪松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严格按照第九版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要求，抓
实做细社区排查，妥善做好群
众服务管理，统一思想、众志成
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姜雪松指出，开展核酸检
测是防控疫情的有效措施。要
加强社区排查，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实行楼长、单元长、
组长负责制，采用实地走访、电
话沟通方式，实现地毯式、全
覆盖排查发动，确保核酸检测

“不漏一楼、不漏一户、不漏一
人”。要抓好核酸检测，优化
检测流程、提升检测效率，有
序做好高温情况下的现场组
织、服务保障，确保应检尽检、
安全便民。

姜雪松要求，要切实增强
做好疫情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提高战斗力、
忍耐力、执行力，一鼓作气彻底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持续
紧绷思想之弦，坚决摒弃麻痹
思想和松劲心态，以顽强的意
志、坚定的信心，落实疫情防控
各项举措，切实巩固住来之不
易的疫情防控成果。要强化舆
论引导，准确发布权威信息，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引导群众落
实管控要求，对个人拒不配合
疫情防控措施、造成严重后果
的，要依法追究责任。要运用
好大数据手段，加强疫情溯源
和监测，盯紧看牢风险人群、严
防死守重点领域，严格落实防扩散、防外溢、防输入“三防”工
作措施。

会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曾荣就专项排查工作
作安排部署。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级相关部门、各镇街相关
负责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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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合川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

▶8月8日晚上，区人民医院党员医护人员为群众进行核酸检测 通讯员 杨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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