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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涉及百姓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必须马上处置！”

“辖区的群众需要我，必须到‘战

场一线’去！”“若发现售卖野生

动物的，要马上上报，我的电话

你们都要存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淮口市场

监管所副所长松吉初不辞劳苦，

在疫情防控一线不停地忙碌着。

阻击疫情
到“战场一线”去

1 月 25 日，农历正月初一，

正是游子归来、全家团聚、享受

亲情的美好时光。家住甘孜藏族

自治州丹巴县的松吉初突然接

到紧急通知：立即返程，参与重

大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虽然已有一

年时间未陪伴家人，但是疫情持

续蔓延，形势严峻。“我是一名基

层市场监管所的副所长，辖区的

群众需要我，必须到‘战场一线’

去！”。在取得家人的理解后，松

吉初匆匆启程。

“虽然我只是一名预备党

员，但是我更应该以党员的标准

来严格要求自己，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在农贸市场，在药

店诊所，在餐厅超市……哪里是

疫情阻击阵地，哪里就有这位藏

族姑娘的身影，她像一朵美丽的

格桑花，给人以温暖和希望。

利剑出鞘
坚决维护市场秩序

1 月 26 日 18 时 10 分，松吉

初抵达金堂县城。还没有放下行

李，她便接到 12315 消费投诉热

线分流下来的群众举报：辖区内

发现“问题口罩”。

“口罩，涉及百姓身体健康

和生命安全，必须马上处置！”松

吉初顾不上收拾行李，就和同事

们立即出发，不到 30 分钟就赶

到了相距 30 余公里的举报现

场。他们现场调查发现，涉案人

员运输了 5.5 万只材质较差、厚

度很薄，且无厂址、无生产日期、

无合格证明的口罩意欲销售。经

营者也无法提供进货票据和质

检报告。

“疫情期间，防护物资非常

紧缺，民众购买心切，识别伪劣

的能力有限，这 5.5 万只‘问题

口罩’一旦流入市场，会给群众

带来风险，会给医护人员带来危

害！”松吉初和同事们立即扣押

了这批“问题口罩”，现场提取

证据，连夜加班调查。目前，该

案件已经移交金堂县市场监管

局执法大队调查处理。

松吉初和她的同事们还通过

分组分片、网格管理等举措，打

出监管组合拳。他们深入辖区所

有药店、诊所进行防疫物资的价

格、质量检查，查票据购销台账，

验防疫物资质量，依法依规对哄

抬防疫物资价格的行为立案重

处。目前，已立案违法案件3起。

全力以赴
避免交叉感染

集贸市场是民众销售、购物

的集散地，人员流动大，疫情传

播 快 ，是 防 控 工 作 的 重 点 和

关键。

松吉初第一时间召集辖区集

贸市场负责人召开预防会，现场

发放资料并讲解集贸市场消毒、

禁止售卖野生动物的相关要求。

她不厌其烦地告诫每位市场负

责人：“必须严格遵守‘1110’制

度：一日一清洗，一周一消毒，一

月一休市，过夜零存栏。若发现

售卖野生动物的，要马上上报，

我的电话你们都要存好。”直到

市场内外活禽交易及宰杀全部

关停，她才松了一口气。

要阻断交叉感染的途径，还

有一道重要的防线——禁止群

体性聚餐。为搞好防控，联手联

动，松吉初和同事们主动联系相

关部门、社区、村委会，组成联

合工作组，挨家挨户张贴公告，

做好宣传，同时安抚经营者情

绪，并帮助经营者一起劝退办宴

席的消费者。经过不懈努力，劝

退工作得到了经营者和消费者

的理解和支持。在此期间，工作

组共检查餐饮经营户 85 户次，

劝 退 办 宴 办 席 消 费 者 12000

余人。

古蔺援鄂医护人员
剃发战“疫”

本报讯（袁矛）2月 10日，来自四

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的 4 名援鄂医护

人员集体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剃去了

自己的头发，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医

疗援助工作中。就在前一晚，他们作

为古蔺县首批援鄂医疗队抵达武汉

疫情前线。

男医护人员很快适应了这个最

“亮”发型，互相调侃起帅气的新形

象。女医护人员尽管有些不舍留了多

年的长发，但却没有丝毫动摇，并笑

着称这是她们人生中令人骄傲的时

刻。“头发还会长，安全最重要。”护

士杨莉豁达地笑道。她表示，剃光头

发，自己穿脱防护服会更加方便，能

更好地减少感染风险，“自己安全，才

能救治更多人，零感染才能更好地打

胜仗嘛。”

目前，这 4 名抗击疫情的“逆行

者”已经迅速调整适应，进入工作状

态。经过统一集训，他们掌握了最新

救治与防护技能，并全力投入到紧张

的医疗援助工作中。“我将尽我所能，

和病毒做对抗，战必胜，我们保证完

成任务，平安回来，请医院放心！”医

师刘铭郑重地表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

间，医护人员逆向而行，在最危险的地

方与病魔作战。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默默无闻，尽管工作环境阴冷潮湿、狭

小逼仄，但他们始终义无反顾，夜以继

日地奋战在最前线，尽最大的努力保

障生命通道的顺畅无忧。他们就是成

都“电梯人”。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此

次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

人的前沿阵地，承担着最急难险重的

防疫工作。许贵勇、许斯琪就负责这

里的电梯安全维保任务。

“2号电梯发生故障，立即前往救

援。”“收到！”从除夕那天起，51岁的

许贵勇就和儿子许斯琪一直坚守在

一线，没有休息过。接到救援指令后，

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

“没啥，我们爷俩在一起，也算

家人团聚了。”许贵勇的话很朴实，

“咋能不想家呢？但是看见这么多医

护人员在没日没夜地工作，他们都

是在救命啊。我们‘电梯人’也没啥

怨言，做好我们的工作，保障电梯安

全运行，也算是作一点贡献吧。”

“这是我第一次春节不能回家，

说实话挺想家、想爸爸妈妈的。”邓锦

辉今年刚满 20 岁，今年春节他已经

出了 20 多次任务了，“人关在电梯

里，肯定特别着急，我们就要以最快

的速度赶到现场。如果在晚上，骑车

就特别冷。”

说起工作中的不易，这个小伙子

面露腼腆：“没啥困难，我们都能克

服，物业方消毒工作做得都很不错，

进出各个客户单位都会做体温监测。

在这个特殊时期，希望武汉加油、中

国加油，我们‘电梯人’也一起努力！”

为保障医院、超市、酒店等重点

单位电梯的正常使用，春节期间，叶

林、周建华、何晋、鲁伟几乎每天都会

去所负责的医院、酒店等重点单位做

巡视与检查，保障电梯的正常运行。

“现在医院的口罩也很紧缺，我每次

来医院保养检查，他们都要给我一个

口罩，我都不好意思。”叶林说，“虽然

假期里回不了家，但是能为抗击疫情

作出贡献，我感到很骄傲！”

在复工复产的企业中，有一类

特别受关注——医疗防护用品企

业。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不少企业

以 24 小时不间断的节奏与时间赛

跑，将紧缺的医疗防护物资源源不

断地输送到战“疫”一线。

上海名冠是一家主要生产净化

材料的企业，原来主要产品是各种

空气净化器的滤芯。疫情暴发后，上

海名冠决定转向N95口罩原料布的

生产，接到任务的工人们第一时间

赶回工厂。“现在我们 8 名工人，分

为两班，24小时不间断生产。每天生

产约 1 吨原料布，大概可以用在 50

万只口罩上。”员工桂师傅说，复工

初期好多店铺还没开门，工人一度

只能吃方便面。“但一想到前方的医

护人员还在奋战，我就觉得我们做

的不算什么，要抓紧生产更多的原

材料供应一线。”

上海名冠嘉定工厂厂长薛增茂

一直守在厂里。他说，为加大供应力

度，厂里还向上游企业订购了口罩

生产机器，预计 3 月上旬新的口罩

生产线就能投产。

“原来最头疼的是口罩布原料

聚丙烯的供应，我们订 20吨对方只

能供应8吨。原来是送货上门，现在

要自己联系物流去提货。好在嘉定

区对我们很支持，给厂里出具了防

疫物资证明，物流方面现在还比较

畅通。”薛增茂说。

处于忙碌状态的不仅是生产口

罩布的企业。2月10日一大早，在上

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上海宇昂水

性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宇的电话响个不停，他正忙着联

系增加生产线的相关事宜。

宇昂主要生产一种新型消毒液

——聚维酮碘消毒液，规格从 30毫

升到 500毫升不等。1月 26日，企业

收到通知，被确定为国家防疫物资

征用企业，随即复工。受疫情影响，

该企业约有三分之二的员工无法及

时返回上海。当企业提出生产人员

不足的问题时，工厂附近泥城镇的

党员志愿者们穿上了工作服，做起

分拣装箱、打包堆放等工作。

王宇说，随着生产线增加，企业

产能将进一步释放，预计到2月底，

聚维酮碘消毒液产量将翻一番，每

天达到 20000 瓶以上。此外企业还

将扩充产品品类，生产除菌洗手

液、医用除菌剂等产品。“在提升产

能的同时，我们也随时关注着原材

料单质碘、包装材料、标签纸的供

应，加大海外采购的力度，保证生

产不断档。”

上海石化聚丙烯技师工作室负

责人陆定良说，医用口罩、防护服、

注射器等产品，大多会使用聚丙烯

医用料。面对疫情防控需要，上海石

化春节前就优先排产，全力生产医

用牌号的聚丙烯。

“我们技师工作室有 11 位高级

技师，春节假期分为 4 个班组轮流

监督医用料的生产。”陆定良仔细地

检查刚刚生产出来的医用料，“毕竟

要用于医疗用品的生产，透明度、稳

定性的要求也会更高。”

帮助企业复工，地方政府、产业

园区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上海市

嘉定区经委经济信息管理科科长倪

坚最近每天都来名冠“上班”，帮助

协调生产、物流等各种事宜。上海名

冠总经理周慎说，企业已经申请了

200万元贷款用于生产线改造。“相

比以前的业务方向，口罩的利润稍

显微薄，加上贷款，企业颇有压力，

但现在，这笔贷款可以享受到嘉定

区50%的贷款贴息。”

宇昂科技所在的临港新片区新

兴产业园工作人员告诉笔者，特殊

时期，订单量大，企业扩大产能需要

临时使用更多场地。园区不仅免费

提供了这些场地，还做好了通水通

电等保障。同时，园区联系了附近酒

店，为宇昂科技的员工及志愿者们

提供盒饭，解决就餐问题。

上海市经信委发布的最新通知

提出，对涉及疫情防控、事关国计民

生、保障城市运行和群众生活必需

的企业优先保障复工，加强人员管

控，鼓励错峰上下班。

（新华社 何欣荣 杨有宗 王默玲）

本报讯（李林晅）“一定要仔细

检查，不能马虎。”近段时间，四川

省邛崃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

李杰每天忙不停。自从该市农业农

村局负责牵头成立农村防疫组办

公室，每天他都要接收各个成员单

位报送的信息，整理排查反馈的问

题。除此之外，他还要和同事前往

卡点进行现场指导检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暴发以来，邛崃市把农村地区防

疫工作作为重点，针对农村人群居

住较为分散开放、人居环境问题较

为突出等问题，成立了农村防疫组

和巡查组，深入镇（街道）村（社

区）指导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

据了解，为更好地管控整治农

村人居环境，邛崃市还印发了《邛

崃市农村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指

南》，成立了4个巡查组共40人对

农村防疫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发现

问题都会立即向镇（街道）村（社

区）进行反应，并督促其第一时间

进行整改。同时，为了防控疫情粪

口传播的可能性，邛崃市摸清了全

市旱厕和未覆盖粪池底数，并同步

指导镇（街道）开展消毒灭源工作。

“下一步，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大对

全市人居环境的整治力度，加大巡

查力度，同时重点做好农村旱厕的

消毒加盖工作，进一步扩大农村防

疫工作的覆盖面，全力以赴打赢疫

情防控攻坚战。”邛崃市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说。图为李杰（右）在

卡点检查指导。

邛崃大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保障生命通道的
顺畅无忧
——致敬成都“电梯人”
本报记者 赵青

本报讯（记 者 赵青）“菜篮

子”“米袋子”“果盘子”如何保供

应、稳价格、保安全？这是关系到

广大老百姓最切身的民生民利。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关键时期，为保障鄂渝等

地蔬菜供应稳定、交易顺畅，四

川省彭州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

在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开

设鄂渝蔬菜交易专区，加强对湖

北、重庆地区的支援保障，为两

地采购、销售农副产品提供便捷

服务和安全保障。

对于鄂渝卖货及采购车辆

实行停车费用全免政策；为车

辆驾驶员提供免费休息区域，

协助安排就餐；协调 20 余辆电

动三轮车为鄂渝专区购销提供

专项服务，市场方对上述车辆

每车给予补贴；市场方成立专

区保供小组为鄂渝蔬菜交易提

供服务。

位于四川省彭州市的四川

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是全国

唯一的国家级蔬菜市场，也是

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批发交

易市场。为确保鄂渝蔬菜交易

专区高效有序运行，彭州市市

场监管局牵头多部门迅速制定

《彭州市雨润市场鄂渝蔬菜交

易 专 区 疫 情 防 控 保 供 工 作 方

案》，成立由市公安局、市交通

运输局、市卫生健康局、市综合

执法局等为成员的鄂渝蔬菜交

易专区防控保供工作组，做到

科学应对、全力保供。截至 2 月

10 日 16 时，鄂渝蔬菜交易专区

蔬菜销售量 552.5 吨，预估货值

191.6 万元；采购量 829.5 吨，预

估货值 294.6 万元。

确保“菜篮子”供应充足
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开设鄂渝蔬菜交易专区

成都市新都区推行
“红袖套、红黄牌”
制度

本报讯（记者 赵青）2 月 13 日，

记者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市场监

管局了解到，为做好农贸市场疫情防

控工作，新都在全区 58 个农贸市场

推行“红袖套、红黄牌”制度，目前已

发出2张黄牌警告。

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红袖套”

制度是该局根据群众信息接收习惯

设立的“疫情监督员”专职专岗制

度，由专人佩戴醒目的“红袖套”巡

查农贸市场，及时提醒、规范进场经

营人员和消费者正确佩戴口罩等行

为，强化疫情监督，确保防控措施落

实到位。“红黄牌”制度是该局根据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需要，对农贸市场内不按要求做

好疫情防控的经营户实行黄红牌警

示：未按照要求佩戴口罩的经营者，

发现一次给予黄牌警告，两次黄牌警

告换发红牌要求暂停营业；对活禽售

卖宰杀经营者直接给予红牌要求停

止营业……以此督促引导经营户自

觉规范行为，进一步规范全区农贸市

场秩序。

上海市要求对所有
外地来沪邮件、快件消毒

新华社上海 2 月 12 日电（记 者

袁全 仇逸）在 12 日的上海市政府新

闻发布会上，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副局

长余洪伟介绍，上海市邮政管理部门

已加强邮件、快件管控，要求对所有

外地来沪邮件、快件进行消毒，加强

转运生产场地通风和运输过程管控。

余洪伟表示，上海市邮政管理部

门已加强对行业的督导检查，分赴企

业一线检查防疫工作落实情况，指导

企业按照操作规范落实防疫措施。同

时，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邮政业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和《关于疫情

防控期间营业网点进一步规范的通

知》，对各派出局加强属地监管责任

提出了 20 项检查工作要点，明确了

网点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

制度。对检查发现的防控措施不完

备的企业、网点，采取最严格的监管

措施。

余洪伟同时建议，正常邮件、快

件不用拒收，收完后记得及时洗手。

宜宾市翠屏区
志愿者冲锋在
疫情防控一线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外出请

戴好口罩，不聚会……”近日，在四川

省宜宾市翠屏区的高速路出入口、国

省道口、通村路口和小区疫情防控检

测点，“中国好人”侯元英、四川十佳

志愿者江永秀等一批来自该区的先

进典型，纷纷主动参与到疫情防控劝

导志愿服务工作中来，冲锋在疫情防

控一线，当起了劝导员，劝导外出人

员戴口罩、不聚会，避免因密切接触

而造成的交叉感染。参与疫情防控劝

导志愿服务工作的有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文明家庭成员，也有新时代好

少年……

据了解，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区全域动员志

愿服务组织300余个、志愿者1万余

名，扮演好劝导员、网格员、守门员、

采买员、战斗员“五种角色”，为全区

战“疫”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