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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首席记者 陈晓苏）1月

12日晚、1月1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胡勇春分别主持召开疫情防控专班工

作例会、“三区”全员核酸检测和异地隔

离人员转运工作协调推进会。市领导胡

积合、陈建勋、蒋震雷、童国华、俞兰、吴

东明、卢轶、蒋华蒙、谢纯分别参加。

会上，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一组十二

专班”负责人分别汇报当天工作进展和

次日工作计划，着重围绕“三区”全员核

酸检测和解除集中隔离人员转运接收工

作展开讨论、完善方案。

胡勇春指出，前期，在全市上下的共

同努力下，我市本土疫情处置工作取得

一定成效。当前，重点人员核酸检测和

解除集中隔离人员转运接收工作成为重

中之重。要加强扁平化指挥调度，坚持

“安全、有序、规范、精准”原则，以“考虑

每一个环节、关注每一处细节、服务每一

位人员”为要求，上下贯通、左右联动，进

一步加强数字化支撑，稳妥有序做好核

酸检测和重点人员转运接收工作，确保

各项工作科学高效完成，切实巩固好来

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胡勇春强调，要做精做细解除集中

隔离人员转运接收工作方案，以“专班

化、点对点、全程闭环管理”为原则，进一

步压实转运包联干部责任，严格规范开

展转运、流调、消杀和核酸检测，加大督

查督办力度，确保所有问题日结日清，坚

决防止解除隔离环节出现风险隐患。要

细化解除集中隔离人员转运接收工作指

引，一一明确转运前、转运中、转运后全

过程处置工作规范，落实“一类一案、一

车一表、一人一策”，核准信息、明确职

责、细化流程，周密细致推进，从严从细、

安全有序做好集中隔离人员解除、转运、

接收和后续健康观察等各项工作。尤其

要压实属地责任，加强政策宣传，强化落

地管控和暖心服务，加大培训力度，深入

细致开展各环节沙盘推演，增强应对举

措的精准性和可操作性，确保机制运作

流畅、环节衔接熟练、措施明晰有效，持

续强化隔离点管理和社会面管控，提升

群众知晓率和配合度。要充分利用大数

据、云平台等信息技术手段，优化组织实

施流程，科学布局核酸检测点，规范优化

检测流程，确保样本转运等环节有序衔

接，加强现场管理服务，引导群众加强自

我防护，严格遵守防疫要求，加快提升核

酸检测效率。

胡勇春在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例会上指出

盯紧每个环节 抓实每个细节
确保各项工作科学高效完成

本报讯（融媒记者 吕高攀 应柳依

通讯员 李王盛 胡夏熠） 连日来，面对

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我市各部门单位

统筹联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的同时，在物资供应、产品运输等方面多

措并举出实招，为战“疫”大局保驾护航。

经信局：
筑牢战“疫”物资保供线

市经信局第一时间组建 4 个工作

组，推动物资保障工作落实到位、责任到

人，强化统筹协作，确保物资高效调配。

同时，积极拓展物资供货渠道，主动与金

华、绍兴等经信部门对接借调。截至 1

月13日，该局向卫健、公安、交通等部门

以及石柱等镇（街道、区）累积发放医用

防 护 口 罩 10.05 万 只 ，医 用 外 科 口 罩

44.64 万只，防护服 9.11 万套，隔离面罩

（护目镜）8.05万副，手套32.06万只。

建设局：
全速建设新核酸检测基地

为坚决阻断疫情蔓延，我市将搭建

日核酸检测能力达 15 万管的新核酸检

测基地。1月10日21时，接到建设任务

后的第一时间，建设局立即组织统筹协

调专业能力强、执行力强的施工、设计等

单位奔赴项目现场，共同攻坚技术难

点。1 月 11 日凌晨，工人们陆续进场，1

月 12 日上午 9 时，项目完成基础混凝土

浇筑工作⋯⋯当前，建设局24小时不间

断开展核酸检测基地建设，力争于 1 月

17 日完成项目快装房安装，并在完成设

备调试后第一时间投入使用。

交通运输局：
当好“疫”线“摆渡人”

连日来，市交通运输局紧急行动，集

结人员，奔赴战“疫”一线。自 1 月 5 日

开始，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高速口、国省

道设立 11 个暖心服务点，高效开展工

作。1月7日晚，交通人积极配合参与应

急转运工作，做好应急保障车辆安排、人

员转运、护送“白衣天使”等工作，当好抗

疫一线“摆渡人”。疫情没有打乱交通人

的脚步，他们始终坚守公路养护阵地，全

力保障全市公路安全畅通。

水务局：
保障“三区”群众日常用水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市水务局统

筹指挥，组织协调，第一时间成立抗疫志

愿小队，支援石柱镇永东村俞泽自然村

和磨山自然村24小时驻村待命，维护现

场核酸检测秩序，为疫情防控工作献策

献力。同时，市水务局统筹安排一辆供

水车、两辆抢修车前往石柱镇，保障封控

区、管控区、防范区“三区”群众日常用

水，并捐赠消毒物资2.75吨。

商务局：
迅速打通生活物资保供渠道

市商务局创新提出抗疫保供接驳点

位概念，迅速打通“疫”线生活物资采购

运输渠道，盯紧封控区、管控区重点生活

必需品供销情况，研究形成不同情况下

的保供应对举措、方案，确保全市商贸领

域疫情防控工作“跟得上”，生活必需品

供应“来得及”。截至1月13日，商务保

供专班累计为封控区、管控区配送暖心

套餐4885份，帐篷53顶、床700张、睡袋

200个、被子550条、防潮垫428张、应急

生活包1500个、手电100把、军大衣500

件。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永康分局：
确保医疗废除处置到位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永康分局第一时

间成立党员突击队赶赴疫情一线，在指

定区域设立医疗废物临时集中中转点，

落实专人 24 小时值守，监督指导封控

区、管控区的所有医疗废物消毒、收集、

贮存、转运等工作。为确保医疗废物收

集、暂存、转运等各环节安全规范，永康

分局用帐篷和防雨布搭建暂存场所，注

重加强收集、转运等各环节及场所的消

毒工作，确保所有危险废物及时清运，做

到日产日清。截至1月11日16时，该局

已累计出动 129 人次，完成医疗废物清

运3792箱。

应急管理局：
52名干部紧急支援

1 月 5 日，市应急管理局连夜派出

50 周岁以下工作人员共 52 人，紧急驰

援石柱镇，火速上岗，与属地部门密切配
合，齐心协力做好出入人员排查、检测提
醒、入口管控、秩序维持等工作，确保疫
情可防可控。与此同时，应急管理局还
会同商务部门组织社会救援队，紧急
调度应急物资折叠床 300 张、棉被 300
床送往石柱镇一线，为疫情防控提供
有力保障。

永康市邮政公司：
10辆专用车助力抗疫

1月9日，由金华市邮政公司和永康
市邮政公司驰援的 10 辆邮政专用车缓
缓驶向“三区”。专用车上装的是该公司
为抗疫一线驾驶员精心准备的矿泉水、
水果和方便面等。

据悉，面对当前疫情形势，永康市邮
政公司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征召，在金
华市邮政公司的全力支持下，邮政公司
市县两级 10 辆驰援车辆全程助力我市
用于“三区”抗疫物资运输等工作。

各部门单位多措并举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本报讯（融媒记者 颜元滔）“隔离

期间，酒店工作人员、医务人员、退役军

人为了我们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没日

没夜工作，甚至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也

没有一句怨言，对我们提出的，始终有求

必应⋯⋯我想对你们说，辛苦了！谢谢

你们辛勤无私的付出。”

1 月 13 日下午，一封手写感谢信发

在了我市特殊人群隔离点疫情防控工作

群里。写信的是 56 岁的隔离人员章某

某。他说，虽然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是

发自内心想感谢所有为他们无私付出的

抗疫人员。

根据防疫防控要求，1 月 9 日夜，石

柱镇下里溪人章某某与妻子、儿子及 10

个月大的外孙女一起被转运到市特殊人

群隔离点。

“外孙女有一点发烧，医护人员就马

上上门问诊，给开了药。现在，外孙女又

很精神了。”章某某说，即使在自己家也

不一定能得到这么好的照顾。

他在信中写道：“工作人员尽最大能

力满足我们需求，特别是饮食，荤素搭

配，每天不重复。”章某某表示，“享受贵

宾般的待遇，我们都长胖了。”

据了解，该特殊人群隔离点是我市

隔离人员最多、构成最特别的医学观察

点，主要接收对象是老年人、孕产妇、有

基础疾病人群、学生等需要特殊关爱的

群体。目前有隔离人员 80 名，其中，年

纪最大的有 92 岁，最小的才 4 个多月，

还有一名刚生产完才7天的产妇。

转运当天，由于按照防疫要求登记、

入住办理时间较长，等候在车上的部分

隔离人员对隔离工作不配合、不理解，产

生了消极情绪。

然而，4 天下来，这种不配合、不理

解的情绪逐渐被隔离点防疫人员的暖心

举动所融化——孩子哭闹，马上买来玩

具；老人有糖尿病，工作人员每天负责监

测血糖，并安排黄瓜等水果避免血糖波

动；有人半夜肚子疼得睡不着觉，工作人

员第一时间买来药物⋯⋯任何需求，第

一时间响应。

怨言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工作群

里一句句感谢：“感谢大家的付出，只有

发自内心的感激！”“你们辛苦了！没日

没夜工作，祝愿我们一起平安度过这个

特殊时期！”

据悉，该特殊人群隔离点抗疫人员

由我市“退役军人红星突击队”21 名队

员及10名医护工作者、酒店工作人员等

组成。连日来，所有工作人员24小时值

守，负责日常管理，安保、环境消杀和暖

心服务。

“隔离不隔情。他们的满意，是一种

温暖，也是一份鼓励。”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将细化服

务，把关爱传递到每一个隔离人员的心

中。

“享受贵宾般待遇，我们都长胖了”
特殊人群隔离点一封手写感谢信温暖防疫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