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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成玺）2月 11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
解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确保群众能吃上安全放心的
蔬菜、水果、肉，我市全面加强了对批发市场、超市、生产企业
等的监管监测，有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对接全市范围内的重点农产品生产主
体（企业、合作社、基地、家庭农场等），摸清全市冬春采收蔬菜
品种、面积、数量和上市外销以及生猪存栏量、水产养殖量等
重要农产品生产情况，对其开展质量安全宣传，要求各生产主
体加强自律性管理，严格遵守食品安全相关规定。同时，市农
业农村局以市、县（区）、乡镇农产品质检机构为主导，对即将
上市、运输过程、正在上市等环节的果蔬产品强化产品监测，
严格把控基地准出关口，确保“菜篮子”产品从田间到餐桌顺
畅、量足、价稳、安全。

在实施监测过程中，抽样时与业主进行电话沟通，采取不
见面、后补签字、样品费用延后付款或使用微信转账等方式，
尽量减少人员直接接触。本月，全市各级农产品质检站（中
心）已监测各类果蔬产品近300批次。

当天，记者还在雁江区祥符镇场镇
上发现，街道上摆放着不少蓝色的垃圾
桶，桶上张贴有显眼的“废弃口罩等特殊
有害垃圾回收桶”标志。

据介绍，为做好废弃口罩的收集
处理工作，祥符镇共配备特殊有害垃
圾回收桶 221 个，并通过“村村响”广
播、宣传车、悬挂宣传标语等形式，向
居民宣传将废弃口罩投入特殊有害垃
圾回收桶。

“每天负责清运废弃口罩等特殊有
害垃圾回收桶的环卫工人都要对桶内、
桶体进行喷洒消毒后，才将垃圾袋封口
放入清运车拉至镇中心卫生院，由中心

卫生院严格按照交接流程转由专业医疗
废弃物处理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祥符
镇镇长黄雷介绍，该镇常态化组织对垃
圾池、街道等重点公共区域开展消毒杀
菌。同时，严格要求市场、超市、药店等
经营业主按照要求落实消毒，确保公共
区域安全。目前，已累计消杀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

记者从市城管行政执法局了解到，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全市废弃口
罩等特殊有害垃圾处置工作，全市城乡
设置废弃口罩等特殊有害垃圾专用收
集容器 6000余个，其中农村地区共设置
3000余个。

本报讯（吴双桂）2月11日，安岳县组织开展新冠肺炎防控
流调后备人员技术培训。县疾控中心、乡镇中心卫生院 50余
名流调（后备）人员参加培训。

培训会为参训人员分析了目前疫情形势，并就流行病学
调查报告和新冠肺炎防控方案（第四版）内容作了详细讲解，
对流调人员在流行病调查、现场处理、调查报告等方面进行专
业培训。

据了解，为切实增强全县疫情防控工作，更好落实落细各
项管控措施，安岳县目前共调整充实了7个流调组、10个中心
卫生院各组建一个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后备队，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收集整理资料、依法进行事件信息网络直报、及时提出
应急处置方案等工作。

国网资阳供电公司：积极响应党员行动走在前

□ 本报记者 杨佳鹭

雁江区充分发挥医疗卫生系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村
（居）医务人员带头作用，采取“联片包村到户”模式，加强对疫
情重点地区返乡人员“点对点”上门服务，确保居家观察对象管
得住、服务好。

“大家有需要服务的，请告诉一声，社区热忱为大家服好
务。”1月 31日，滨江路社区居家观察人员收到来自“滨江路社
区爱心群”发布的信息。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询问居家观察对象身体情况……每
天，滨江路社区爱心群里好不热闹。

“社区为了更好地落实管控措施，对居家观察对象提供好
服务，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滨江路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李永
红说，“我们每天会发布一些疫情防护相关知识以及一些温馨
提示和注意事项，居家观察对象每天会在群里报告他们的体温
情况和告诉他们的需求，我们看到消息后就会及时上门为他们
提供服务。”

“他们每天都会打电话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求，安排人员
上门给我们测量体温，还建了一个微信群让我们有事情可以找
他们。”一名已经解除居家观察的人员通过电话告诉记者，在居
家观察期间，感受到大家对他们的关心，感到很温暖。

“今天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如果有发烧你要及时给我们反
馈哈。”在雁江区某小区，莲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和街
道、社区干部上门为居家观察对象进行检查登记。

“我们中心根据街道办事处和雁江镇反馈给我们的外出返
乡人员名单，对他们进行居家观察。”莲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李建说，他们每天上、下午都要对居家观察对象进行随
访，测体温、进行心理疏导、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及防护措施等。

“我们通过前期精准摸排，建立了疫情重点地区返乡人员
管理台账，严格按照‘1+5’工作机制落实防控工作。”雁江区卫
健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村（居）医务人员每天坚持两次上门收集
居家观察对象动态信息，对一旦出现身体异常者严格按照流程
规范立即送医，采取集中隔离观察。村（居）医务人员积极配合
镇村干部、干警做好居家观察对象的思想引导和生活保障工
作，让他们在家呆得住、生活有保障、精神有支撑。

据了解，截至目前，雁江区 4200多医务工作者到村、社区
开展“点对点”上门服务 70多万人次，确保了疫情防控措施在
基层落地落实。

垃圾日产日清、设3000余个废弃口罩专用收集桶、常态化消毒杀菌……

我市狠抓疫情防控期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乐至：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居民“宅”家生活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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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治乱象
凝心聚力护民生

资阳市市场监管局宣

□ 罗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国
网资阳供电公司党委迅速响应、积极行
动，按照上级党委部署，前置党员战斗堡
垒，迅速成立援助社区抗击疫情临时党支
部，让党旗在防疫一线高高飘扬。

援助社区成立临时党支部

“我志愿参加西门桥社区防疫工作。”
“我目前还是入党积极分子，我想去一线，
希望组织可以考虑我。”“机关一支部三名
党员已报名。”……

2 月 6 日下午，国网资阳供电公司接
到市政府通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任务
紧、人员不足，急需各企业支援。公司接
到通知后，立即行动，连夜在党支部微信
群发布信息，党员们纷纷踊跃报名。随后
在雁城西门桥街疫情防控检测执勤点成
立了援助社区抗击疫情临时党支部，并设
立抗击疫情党员先锋模范岗。

“临时党支部全体党员已全部进群，
请大家对照此排班表，开展循环值班。
地点：西门市场门口（西门桥街）。”2月 6
日晚，“临时党支部”微信群里上传了值
班表。

积极配合开展防控工作

“党员就应该冲到群众前面。成立临
时党支部，就是要时刻发挥党支部的战斗
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临时党支部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形势，结合社区排
查工作流程和防疫要求，以“三字歌”的形
式，对党员上岗防护、用语以及如何进行
社区台账登记、与社区工作人员协同配
合、轮岗交接等，逐一进行规范。

所有党员分成AB两班轮流上岗，每
天早上9点到晚上6点轮班到小区门口值
勤，配合社区开展相关工作。微信群每天
下午 6点半召开一次党支部会议，汇总当
天情况，布置下一步重点工作。

耐心细致服务周到

“我就是想出门晒个太阳，口罩戴起好
不舒服，我就出门走几步，你让我出去嘛，
我等哈就回来。”“婆婆，这样，我先给你把
体温测了，然后你把口罩戴好就能出去。”

“婆婆，现在武汉那边的病人多得连床位都
不够，这个病毒很容易传染，保护好自己你
才能保护好你的家人，你说是不是？”

连日来，守在社区门口的党员志愿者
不厌其烦地为进出人员宣传防疫政策、测
量体温、监督戴好口罩。“大多数都是很配
合的，只是部分老人在家时间太久了，不
想戴口罩，也不想测体温，就想出门。”党
员李正凯也有自己的办法，对那些一定要
出社区的老年人，他一边好言相劝，一边
用手机给他们展示武汉的疫情照片，用耐
心化解老人们的怨气和不解。

“我是党员，多危险都必须上。”党员
志愿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从 2月 7
日开始，他们每天早出晚归，连续“作战”7
个小时以上，没有一个喊苦叫累。

□ 本报记者 黄智微

设置废弃口罩等特殊有害
垃圾收集容器；加大农村生活
垃圾清运频率，做到日产日清；
加强垃圾收转运设施常态化消
毒杀菌……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严峻，为减少病媒传播
隐患，做好农村防疫，我市狠抓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各项工作，
各县（区）通过各项措施，做到
坚持疫情防控和农业农村重点
工作“两手抓、两不误”。

□ 罗亦

日前，为进一步加强
疫情防控措施，乐至县要
求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
闭管理。

2月11日，笔者就住
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走
访了城区各小区。

2 月 12 日，记者在雁江区临江镇场
镇看到，几名环卫工人拿着扫帚、簸箕，
正在对沿街垃圾进行清扫，街道上每隔
几米就有一个垃圾桶，街面干净整洁，几
乎看不见垃圾。

“我们这里每天环卫工人最少要来
回清理两次，打扫得很干净。”居民干水
芳告诉记者，“环境好了，降低了病毒传
播的概率，对我们身体有好处。”

另一边，开着垃圾清运车的环卫工
人廖开红正在收集垃圾桶里的生活垃
圾，他将把收集起来的垃圾运到指定的
垃圾中转站，再由专人运往城里的垃圾
中转站进行压缩、打包处理。“每天早上

先去停车库把车子消毒，然后从临江街
上一直收到豆瓣厂。”廖开红说。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高度重视农
村生活垃圾清理，要求垃圾必须做到日
产日清。”临江镇建环中心主任唐伟告诉
记者，环卫工人对大街小巷做到全天候
保洁，同时对农贸市场的摊位每天进行
清扫和消毒。

据悉，近日市城管执法局暗访全市
23 个乡镇发现，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涉
及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情况整体
较好，农村垃圾基本做到日产日清，无
爆桶外溢现象，乡镇场镇、主要公路多
数干净整洁，无陈年垃圾和堆积垃圾。

垃圾日产日清 全天候保洁筑牢疫情防控“环卫线” 常态化消毒 农村地区设3000余个废弃口罩专用收集桶

购物无忧

在“天籁绿城”小区门口，小区居民唐
艳梅正在接收摩尔春天超市配送的米油和
蔬菜。“我在儿子的帮助下，学会了网购。
为了响应防控相关要求，我现在尽量都不
出门了。”唐艳梅说，小区封闭管理后，要凭
出入证，无证人员一律不得进出。

据了解，为保证小区居民生活无忧，乐
至县内大型超市面向广大顾客全面推出电
话、微信会员群销售等形式多样的网络配
送模式。同时，推出了“乐意购”微信小程
序，为市民在网上居家购物提供更多便利。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对一些不会使用微

信的老年人，只要给社区工作人员打一个电
话，他们就会帮忙打电话订购或者代购。

“宅”有所乐

“可以说是因‘宅’得福，和家人相守的
时间多了很多，整个家庭幸福感都大大提
升了。”家住“天池府邸”小区的居民陈实
说，从年头忙到年尾，和家人安静相守的日
子显得格外珍贵。

陈实有一个6岁的女儿，开启“休假”模
式后，他便和妻子全身心投入到陪伴孩子
成长中去，与孩子一起学习、看漫画、玩游
戏、做手工，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宅在家就看剧呀，最近电视剧都免费

开通，随意点播，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对于
家住“格林威治”小区的刘梦婷，“宅”在家
里看电视、看书是她最大的乐趣，“这个假
期把平时因为忙于工作不能看的书全都看
了，也算是给自己充了充电。”

“我每天在家都要打开健身操视频，跳
操减肥。半个月不到我都瘦了 5斤了。”家
住“香槟城”小区的张浩轩笑着说，“可能要
不到多久，我便可以拥有8块腹肌呢。”

收集防疫知识向长辈科普、看书跳舞
陪孩子、一家人跳“客厅”舞……乐至人民
纷纷响应疫情防控要求，不串门、不聚会、
不逛街，安心在家里利用有限的空间，以各
种“宅”家活动寻找乐趣，以自身行动支持
疫情防控工作。

安岳

组织开展流调后备人员技术培训

雁江

联片包村到户
“点对点”服务上门

市农业农村局

加强监管检测
夯实“菜篮子”供给

清
运
垃
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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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只要变压器安装到位了，我们的配套设施也可以进场了。”2 月 12
日 13 时 45 分，经过国网安岳县供电公司党员突击队 6 个小时连续奋战，安岳县
人民医院新增负压隔离病房的配电变压器成功投运，为即将投入使用的隔离
病房提供了电力保障。

、 郑大令摄

6小时完成变压器安装

权 威 发 布

截至2月12日24时，我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3例，治愈出院1例。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57人，已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67人。

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值班电话: 23030904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26755783 26600171

（夜间）
特别提醒：
出现可疑症状，包括发热、乏力、干咳等，在村（社区）公

卫人员指导下就医，不得自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

——资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