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阳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有序恢复交通运输经营活动和

城市公共交通的通告
根据国、省、市保障交通运输服务的安排部署，报经资阳

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同意，从即日起，我
市有序逐步恢复原暂停的交通运输经营活动，城市公共交通
保持正常运营。

资阳市交通运输局 2020年 1月 27日公开发布的《关于暂
停部分交通运输经营活动和调减城市公共交通运力的通告》
自今日起，停止执行。

资阳市交通运输局
2020年2月11日

□ 本报记者 李梅

2月 8日早上 7点，天还未亮，雁江区
临江镇先锋村基层党员李大寨就驾驶着
满载蔬菜的三轮摩托车往 10公里外的城
区赶去。

来到车城大道三段某超市，李大寨按
照供货单上标明的蔬菜种类、数量，将一
捆捆打包好的莲花白、西兰花、莴苣等蔬
菜卸下车。超市人员签字验收后，李大寨
立即将供货单拍照发给村会计，超市方将
通过微信将货款转账到村里的账户上。

先锋村是蔬菜种植大村，应季蔬菜有
100余亩。当日，李大寨的三轮摩托车装载
的是8户村民生产的蔬菜，有8个品类2000
斤左右，分别运至雁江城区的四个超市。

因下订单的几个超市相隔较远，10
点半左右，李大寨才送菜完毕。来不及喘
口气，李大寨又先后赶到三个地方，收取
村民头晚在微信群里预订的鱼肉、水果、
农资等物品。

取货的过程中，李大寨的电话一直响
个不停。不断有村民请他帮忙买东西，或
是请他帮忙从城里亲戚那里带东西回
村。对此，李大寨都是有求必应。

11点半左右，李大寨满载一车物品回
村，有的村民已经在村委会院坝等候了。

先锋村 1 组村民卓必芳买了一条鱼
和用于覆盖菜地的薄膜。她表示，李大寨
为大家服务没收一分钱，非常感谢他。

“村民的购物清单都是村里的志愿者
每天晚上统计后交给我和超市。”李大寨
说道。

下午 2点，李大寨又骑上他的那辆三
轮摩托车，开始了村里的消毒工作。晚
上，村民们会将洗净的蔬菜运至村委会，
李大寨负责打包装车，做完这一切，回家
休息时已是晚上九、十点钟。

从 1月 27日开始，临江镇为了减少人
员聚集，取消了场镇赶集，并要求各村各
组安排专人集中采购。任务喊到了李大

寨头上，他二话没说，立即投入到了防疫
工作中。

每天如此连轴转，李大寨坦言还是比
较辛苦，但他同时也说，自己是一名党员，
党员就要起到先锋带头作用。

无论在城里，还是在村上，李大寨的
胸前一直别着一枚党员徽章，这位有着
14 年党龄的党员，时刻亮明自己的党员

身份。“把党员徽章戴出去，就是表明自己
是党员，党员就要为村民办实事。”李大寨
说。

在李大寨投入防疫工作的同时，他的
母亲生病住院，没能照顾母亲一天，他心
中感到很愧疚。“住院时都是我哥哥在医
院照顾她。现在出院有两三天了，我只能
晚上抽时间过去看一下。”李大寨说道。

本报讯（何文可 记者 李小凤）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雁江区人民法院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上级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部署，迅速成立“党员先锋队”，积极
投身防控工作，让党旗在疫情防控战线上高高飘扬。

连日来，区法院党员先锋队分别奔赴辖区内的爱国社区、
马鞍社区，督查并协助社区在各小区点位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对社区每户家庭成员的信息进行核实登记，做到防控工作不
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还抽调党员先锋队部分成员参与成渝
高速高新区出口的秩序维护工作，协助开展对入资车辆和人
员进行检查登记、测量体温等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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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就要为村民办实事”
基层党员义务为村民代购代销

本报讯 疫情当前，众志成城，共克时艰。2月 10日，中国
银行资阳分行为雁江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放贷 766
万元，这笔贷款仅用 3个工作日完成，及时为客户补充资金缺
口，为我市防疫工作开展贡献力量。

在接到客户求援电话后，中行资阳分行立即组成“青年党
（团）员项目突击队”，协调省分行调集线上资源进行指导和审
批。非常时期“特事特办”，开辟绿色服务通道、简化手续、优
化流程，中行资阳分行仅用三个工作日，就满足了雁江区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金融需求，为疫情防控贡献了金融
力量、传递了中行温度。

特事特办 放贷760余万

中行资阳分行
全力支持防疫阻击战

雁江区人民法院

党员先锋队战“疫”在一线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中，我市积极采
取有力措施广泛宣传发
动，落实“联防联控、群
防群控”，做到了疫情动
态和防控举措家喻户
晓、人人重视，群众防范
意识明显加强。各地村
民除自觉遵守相关规定
外，还以村组为单位在
进出村要道路口设检查
点，开展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 王勇 摄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在伍隍镇与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 25
名人员陆续解除医学观察后，好消息持
续传来：与雁江区两名确诊患者有过接
触的人员陆续解除医学观察，并返家进
行居家观察。

2 月 9 日，雁江区确诊患者王某某
作为资阳首例新冠肺炎治愈者出院，

并 到 集 中 留 观 点 进 行 隔 离 观 察 。 与
其密切接触的 9 名人员也陆续全部解
除医学观察，返回家中继续进行居家
观察。

另据统计，与雁江区先期发现的两
例确诊患者王某某、黄某有过密切接触
和偶然接触的人员，分别在雁江区迎接
镇、丰裕镇进行医学观察。其中，在迎

接镇观察点实施集中观察的密切接触
人员 54 名，已于 2 月 8 日前全部解除医
学观察；在丰裕镇集中观察点进行集中
观察的偶然接触人员，第一批 71 人已于
2 月 6 日前陆续解除医学观察返家，第
二批 18 人绝大多数也已解除医学观察。

据雁江区迎接镇党委书记贺利勇
介绍，该镇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王某某治

愈出院后，迎接镇将严格按照“1+5”服
务模式，对他及其他居家观察人员开展
专项服务。由镇领导、镇干部、村干部、
信息员、乡村医生、民警组成服务专班，
一天两次对其测量体温、监测身体健康
状况，为其代购物品，解决他们居家观
察期间的生活所需，并开展防控知识宣
传，为他们做好心理疏导。

本报讯（梁忠杰 记者 李小凤）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结合工作实际，市城投公司做实做细包联社区、在建项目
工地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我报名志愿服务。”“我马上从家里赶过来。”“还需要志愿
者吗？”当抗疫志愿服务任务发起，城投公司各支部党员纷纷在
第一时间报名，并付诸行动。抗疫期间，该公司研究制定了“板
块（项目）+党员”工作机制，将公司 40余名党员分解到每个业
务板块、每个在建项目，让党员坚定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为了协助包联社区开展防控工作，公司成立 5个工作组，
由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带队，每天分 2 班次赴包联社区协
助其设点防控，并填写社区疫情联防联控帮扶工作日志表。
截至目前，资助观音阁社区 10000元用于疫情防控，捐助口罩
200个。

推进重点项目“渐进式”复工方面，在落实好复工前工地
疫情防控和质量安全各项保障措施的前提下，以分散作业、多
点推进、渐进施工等方式，按照项目建设的轻重缓急程度组织
好复工复产各项准备工作。通过钉钉、微信等网络工具线上办
公，对凤岭公园、市监管中心迁建、孙家坝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项
目相关人员的居住史、旅行史、湖北等疫情重灾区接触史等逐
一进行排查摸底，严防外部病源输入，督促检查各在建项目工
地口罩、手套、消毒液、体温计和酒精等防疫物资准备情况。

与雁江两名确诊患者接触人员陆续解除医学观察

市城投公司

上下一心共战疫情
科学筹划准备复工

□ 本报记者 杨佳鹭

2月 10日，记者就目前资阳新冠肺炎
病例情况和总体疫情，采访了资阳市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指挥部疾病防控
专家组副组长欧阳敏。

截至 2月 10日，我市报告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 3 例。欧阳敏分析说，通过对这 3
例病例的流行病学史的调查，发现其中一
人为武汉某餐馆的采购人员，他有农贸市
场的活动史和野生动物的接触史；还有 1
例是武汉的一名在校学生，与有呼吸道症
状的人有接触；近期确诊的另 1名患者曾

在武汉出差 10 余天。通过分析，确诊病
例可能的传播途径为接触传播或呼吸道
飞沫传播。

欧阳敏介绍，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专
业人员对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了
全覆盖、地毯式的摸排，并落实了集中医
学观察等措施，安排了医疗机构的专业
人员对他们进行健康管理，有效控制了
疾病的传播，目前暂未发现二代病例。
虽然在密切接触者中有个别人也出现了
呼吸道症状，但根据两次核酸检测结果
和病人的临床症状、体征，均排除了新冠
病毒的感染。“我们分析，可能与 3 个人

在发病后以及就诊过程中佩戴了口罩有
关。”欧阳敏说。

欧阳敏告诉记者，从 1 月 16 日起我
省发现首例输入疑似病例以来，疫情迅
速波及到全省 21 个市州；输入的方式也
在发生重大变化，省外输入由武汉输入
逐渐变为全国多地输入，省内不同地区
之间在相互传播；全省已发生多起本地
感染和聚集性疫情，我市周边如成都市、
内江市、遂宁市、眉山市病例数也比较
多；随着对疾病认识的不断加深，除呼吸
道传播外，现已明确可通过接触传播，同
时不排除通过粪口传播，“目前新冠肺

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目前我市 3例确诊病例是输入性病

例，这说明我市在此之前落实的防控措
施有成效。”欧阳敏说，大家不能就此松
懈，还要进一步采取更严格、更有效的防
控措施。

“我们要继续倡导不聚餐、不聚会、减
少不必要的出行、正确佩戴口罩、勤洗手、
勤通风、多喝水、避免与呼吸道患者密切
接触、避免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不要随
地吐痰、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欧阳
敏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众志成
城、抗击疫情。

市疾控中心专家：

目前我市3例确诊病例为输入性
防控措施仍不能松懈

（上接01版）

形式多样
宣传劝导接地气

“为了你我他，安全待在家；亲戚不必走，来年还都有……”
在忠义镇，由村组干部、志愿者、劝导员的摩托车、三轮车、小汽
车共100余辆各式车辆组成的宣传车队，每天穿梭在忠义镇的
各个村组，一边开展巡逻劝导，一边播放防疫宣传音频。

“现在是疫情期间，大家都待在家中。平时跳广场舞、听
音乐戏剧用的小喇叭都闲置了，政府宣传有需要，我们便把 10
余个小喇叭借出来使用。”得知忠义镇防疫劝导员队伍开展防
疫宣传缺乏小喇叭，平时一起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商量后，决
定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孔雀街，双龙街，这阵魔鬼上了街。国家道，乡村道，待
在家里是正道……不信谣，不传谣，防疫口诀当歌谣。”由双龙
街乡劝导员改编的防疫歌谣在双龙群众的各个微信群中广泛
流传。

“我们家人微信群里就有这个歌谣，很好理解，我家才六
岁的娃儿都晓得莫出门、勤洗手。为更好地防控疫情，现在大
家都很自觉地待在家中。”刚刚采购完生活物资的双龙街乡群
众周小林主动拿出身份证，配合检测点劝导员登记个人信息。

春天已至，天气渐暖。但是走在安岳城区的大街小巷、农
村的乡道村道，很难看见外出闲逛的群众，大家在一线工作人
员、志愿者和劝导员的宣传劝导下，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号召，
自觉“宅”在家中。

“我们坚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早日迎来春暖花开的美好明天。”劝导员夫妻唐兵
和谢贻兰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本报讯“先给我化验一下，我
的血应该可以。”“我以前献过血的，
也应该没问题。”……2 月 10 日，乐
至天颐新区医院 42 名医护人员分
批次来到乐至县爱心献血屋义务献
血。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
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我们愿意用自
己的血液延续他们的生命。”该院副
院长吴艳说，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以来，他们主要是在高速公路卡点
积极配合做好体温监测和应急值守
工作，但大家觉得还应该为疫情防
控多做点什么。

他们了解到，目前受疫情影响，
献血的人比较少，临床用血日趋紧
张，便决定动员医院的医护人员到
爱心献血屋义务献血。

该院的医护人员来到乐至县
爱心献血屋，在志愿者的引导下，
仔细填写无偿献血登记表，消毒、
采血、化验……“这是我第一次献
血，虽然有点紧张，但想到自己的
血液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我还是
很自豪。”第一次参加献血的医生
裴亮表示，以后还会经常参加义务
献血活动。

乐至医护人员
组团献血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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