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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鑫多 孙娇
杨 李依南）连日来，我市各城区对
辖区内大型商超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情况开展了全面踏查，指导相关保
供企业提前组织货源，增加库存数
量，全力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脱
销、不断档、价格稳。

朝阳区日前启动大米、猪肉、鸡
蛋等 29 种重点生活必需品价格及
供应日监测，对繁荣商场、欧亚卖
场、欧亚商都、卓展、太阳树等 9 个
区内大型商超、市场进行重点监测，
建立应急反应机制，设立投放点，与
保供企业有机衔接，指导大型商场、
超市提前组织货源，增加库存数量，
做好重点商品投放，保证商品种类
齐全、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目前，区
域内大型商超、市场均按时营业，蔬
菜、水果、肉类品质新鲜，价格稳定。

按照宽城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关
于保供工作要求，宽城区商务局于8
日开始对辖区内大型商超生活必需品
保供情况开展了全面踏查，截至目前，
宽城区大型超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价格平稳。为及时调度物资，宽城区商
务局还牵头与辖区的地利生鲜、欧亚
超市、远方超市等20余家大型超市建
立了“宽城区超市商品保供”应急群，
及时掌握商品供应、货物调度、物资价
格等情况，并为各大超市进货提供便
捷运输等服务。目前，宽城区欧亚7家
门店、地利9家门店、农贸市场16家营
业，仅现有库存就能满足辖区居民15
日内生活物资需求。

10日，记者从欧亚超市连锁了解
到，欧亚超市依托全国采购优势，将生
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稳价作为头等大事，
多措并举、稳抓落实，切实保障春城消
费者的“菜篮子”质优价稳。

当日8时40分，记者来到欧亚
超市临河街店，看到门口放置着疫情防控的宣传海报，
广播也在循环播放注意事项，前来购物的消费者自觉
排队，有序扫码进入。刚打好价签的各类蔬菜在货架上
整齐堆放着，新鲜的绿叶菜包裹在保鲜膜里，等待消费
者挑选。记者在走访过程中注意到，油麦菜、蒜薹、黄瓜
等绝大多数蔬菜都是当天包装，而像杏鲍菇、萝卜等易
贮存的蔬菜，还有前一天日期的在进行售卖，所有在售
商品均在保质期内。

“我们店内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每天
都能保证大批量新鲜的蔬菜、水果运往超市，绿叶蔬菜
更是每天一换，让消费者可以买到品质高、价格实惠的
商品。”欧亚超市临河街店店长汪萍向记者介绍，正在
这时，一旁挑选大白菜的消费者忍不住问：“我们不需
要囤菜吧？每天来都能买到新鲜食材吗？”面对消费者
的疑问，汪萍笑着回答：“现在超市的供应一切正常，顾
客到店即可购买当天所需商品。”

欧亚超市连锁总经理胡静春表示，目前，欧亚超市
已加强蔬菜采购的供应力度，主要从辽宁、北京、福建、
山东等几大产地往回运送商品，每日约 4～5 车运送
量，一车约30多吨，每日补货量近200吨，货量充足，消
费者可以放心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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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高效有序开展核酸检测

“居民们请注意，洛阳花园检测点启用了，请
大家佩戴口罩，有序排队检测。”10日，绿园区正
阳街道丰和社区锦江五区居民楼上空传来温馨提
示，居民们好奇地向窗外张望，只见一架无人机搭
乘小喇叭在空中盘旋，提醒居民参加核酸检测，居
民们直呼这个高科技操作太贴心了。

此次核酸检测中，丰和社区50余名志愿者积
极报名参与，无人机爱好者王琦就是其中之一。“在
做引导员时，我突然想到也许无人机也能帮上忙。”

王琦立即与社区党委书记王红岩取得联
系，提议用无人机搭乘小喇叭配合宣传工作。随
即，二人选取锦江五区为试点，王琦熟练地操作
无人机，围绕各居民楼飞行，配合地面志愿者引
导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为了给无人机飞行做好后勤服务，方正宽带
网络服务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积极提供网络支持，
同时免费为采样点安装网线、隔离线和指示牌。

王红岩说：“无人机和小喇叭组合有明显优
势，我们打算围绕采样点进行推广，招募有相关
技能的志愿者参与其中，形成空中、地面立体宣
传模式，推进核酸检测安全有序开展。”

绿园区：

小喇叭升空 无人机帮忙
本报记者 朱 怡

“我是在楼栋群里看到网格员通知的，现场
秩序井然，我和家人很快就测完了，挺安心的。”
二道区东盛街道鑫旺社区居民吕尤说。10日9
时，记者在鑫旺社区便民核酸检测点看到，6个
检测通道都设有各自的引导员、登记员和检测
员，现场画好一米线，避免人群拥挤。在进行测
温、查验吉祥码和行程卡等一系列规范操作后，
居民有序地进入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

自 9 日启动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以
来，二道区在全区七街一镇设置102个检测点
位、218个检测台，出动650名医护人员、2500名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并组织机关党员先锋队及
教育系统志愿者1400余人，作为支援力量分配
到各点位，力保“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一精准
三确保”“动态清零”防控要求落实到位。

二道区荣光街道吉通社区民丰小区位于街
道核心区域，社区设置的室外核酸检测点，可以
辐射家住附近的3000余名居民。“我们来去基
本都在10分钟左右路程范围内，社区各方面响
应挺迅速的，增强了我们共同战胜疫情的信心
和决心。”居民王双磊对二道区疫情防控工作的
认可，得到周围群众的认同。

对此，二道区卫生健康局局长王本权介绍说，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二道区迅速激活防控机制，
建立区级领导包保制度，成立9个工作专班和两
个工作组。下一步，二道区将按照“应检尽检”原则，
精准发力、分类施策。同时，为高质高效落实防控
任务，二道区将对隔离人员落实全流程闭环管理，
扎实做好生活服务和心理疏导。发挥基层“三长”
联动作用、医药单位“哨点”作用，坚决夯实防控责
任、坚决兜稳防疫底线，从严从实抓好“检、隔、治、
管”各环节工作，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二道区：

成立专班 高效防控
本报记者 毕馨月

本报讯 （记者徐微）提前出示吉祥
码、行程卡，配合测温和登记，保持安全距
离……10日上午，在长春新区长春科技大
市场核酸检测点，工作人员正有序高效地
为居民开展核酸检测工作。“我们认真落实
省市疫情防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聚焦社
会面清零目标，坚持防控、救治‘两手抓、两
不误’，有力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长春
新区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说。

4日，辖区发现疫情后，长春新区迅速启
动应急体系，建立起党政“一把手”任双组长
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在高新、北湖、临
空示范区分别设立前线指挥部，成立集中隔

离与医疗、信息排查、物资保障等9个专项工
作组，激活各级指挥系统。与此同时，长春新
区细化精准排查管控、兜底医疗救治保障、重
点人群健康监测等25项重点任务，党政负责
同志多次到涉疫小区，现场调度指挥疫情防
控工作，全面织密织牢疫情防控指挥网。

“为保障信息上通下达、及时共享，我
们建立了防控信息直达群，由新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在群里下达‘指令’，调度布置工
作，目前已下达包括病例流调、服务群众等
近40项‘指令’，建立起指令清单化、挂图
作战的快速机制，大大提高了疫情防控工
作效率。”据长春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同志

介绍，本着“应检尽检”的原则，4 日以来，
长春新区已调动1000余名机关干部、国企
员工支援一线检测，抽调50名年轻党员干
部组成10个服务小组，到封控小区开展支
援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完成核酸检测任务。
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为尽快实现社
会面清零，长春新区于9日上午启动了包
括高新、北湖、临空示范区等在内的核酸检
测，当天采集289316 人次。4日至今，已累
计完成核酸检测41万余人次。

长春新区还及时介入中药干预预防，
对接市中医院等单位引进预防性中药，目
前已为密接、次密接、居家隔离人员和重点
企业发放中药药剂 16362 份。“接下来，我
们将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防控部署，
把‘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管尽管、应治尽
治‘的要求落到实处，坚决打赢这场阻击战
歼灭战。”长春新区负责同志表示。

长春新区：细化重点任务 织密织牢防控网

本报讯 （记者孙娇杨）9日10许，家住
宽城区新星宇摩登公园小区的孙先生家传来敲
门声，打开房门，原来是宽城区疫情防控志愿
者在挨家挨户统计居民核酸检测情况，并动员
未检测的居民尽快完成检测。

当日18时许，家住宽城区东三条附近的居
民在小区业主群中询问：“家里有卧床老人，该
如何参与核酸检测”。群中马上便有人回复：“20
时许会有工作人员直接上门提供服务。”

逐户动员、上门服务，为保证全员核酸检
测工作有序进行，宽城区成立了区全员核酸检
测采样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组、转运
采样组、物资保障组等 10 个工作组，自 9 日
起，在全区范围启动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10日9时许，万龙台北明珠三期1号门A6栋的
核酸检测点处，由于大部分居民已完成核酸检测，因
此前来进行核酸检测的居民并不多。宽城区卫生健
康局副局长孙传永介绍，目前，宽城区设置了核酸检
测采样点161个、采样台558个、流动采样小分队90
支、准备工作人员5806人、机关下沉人员1264人，辖
区的民营医疗机构也主动请缨，派出志愿者350人。
宽城区还充分发挥“三长”联动优势，采取登门入户
的方式，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针对老弱
病残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开展上门采样服务活动，为
特殊群体开设核酸采样专场。截至10日12时许，共
计采样510151人，宽城区第一轮核酸检测基本完成。

宽城区：

逐户动员 上门服务

本报讯 （记者孙娇杨）查看行程卡、扫
取吉祥码、保持安全距离……9日晚的净月
高新区农博园室外，临时搭建的核酸检测篷
房内灯火通明，“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引导
着市民有序排队进行核酸检测。据悉，这几天
一直忙碌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来自
于净月高新区各部门的党员干部。

为筑牢疫情防疫安全防线，在净月高

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严密统筹与科学指
导下，净月高新区于8日全面启动“应检尽
检”筛查工作。净月高新区发挥基层党组织

“轴心”作用，建立工作台账，对重点人群
“一对一”精准式防控，形成联防联控“党建
责任区”。净月高新区党工委还迅速组织全
区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共1100 余人
下沉到各社区、各村，在核酸检测点位登记

信息、疏导人群、维持现场秩序。
“接到净月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通

知的两小时内，我们便按照预案投入到检
测工作中。”净月高新区福祉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范春雨介绍，福祉街道根据不同社区
的人口特点，因地制宜提前制订了预案，
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场地的搭建，确保了检
测人员到位、物资到位、设备到位。

截至9日22时，净月高新区核酸检测
已完成34.5万人。下一步，净月高新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将继续加大涉疫风险人员排查
力度，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净月高新区：党员干部下沉疫情防控一线

本报讯（记者王菁菁 通讯员陈峰）
“请居民们保持1米距离，老人、小孩可以
从‘绿色通道’进入……”10 日，在南关区
鸿城街道核酸检测点，居民们自觉保持间
隔距离，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分时
段、分批次，有序进入检测区域。为了方便
儿童、老年人、行动不便者等特殊群体检
测，街道还专门派出志愿者，引导他们沿

“绿色通道”进入候检区。
按照当前疫情防控要求，核验行程卡

和吉祥码是进入公共场所的第一步。检测
点现场，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引导群
众扫码、测温、登记、检测。“扫码可以快速
录入个人信息。”在志愿者的提醒下，居民

们打开手机，扫描图标进入“健康长春”小
程序，开启“一键式”信息录入模式。

“近期，我们大量发动社工和公益组织的

志愿者，参与此次核酸检测工作，每天有30
名社工和志愿者帮助维持核酸检测点秩序。”
南关区东风社区党委副书记许佳表示，志愿
者们除组织扫码以外，还耐心帮助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在等候区注册录入，并提
醒他们携带身份证，帮助其完成现场登记。

针对辖区人口较多的情况，街道和社
区工作人员对每个小区进行了摸排。按照
时间段对小区和楼栋进行分段管理，由网
格长在小区微信群通知居民进行核酸检
测。通过此方式对辖区居民进行分散管
理，避免聚集和长时间等候。

目前，南关区676名医护人员加班加点，
全力为居民开展核酸检测。全区以街道为单
位设立采样点，前期针对街道干部、社区工作
者、区机关各部门、属地上管部门工作人员、
中小学生、托幼机构、民政养老机构等重点人
群进行了核酸检测。

南关区：为特殊群体开辟检测“绿色通道”

10 日，南关区鸿城街道秩序井然，居
民在核酸检测点排队登记。孙建一 摄

虽然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儿童病例不多，但儿童
仍是需要保护的重点人群。可从以下几方面做好防护：

一是家庭观察。如果家中有新生儿，一定要注意
监测新生儿的体温。新生儿一般不会发热，所以一旦
出现发热症状一定要充分重视。照护者应学会测量宝
宝的耳温。当宝宝发热时，不建议居家观察，要立即
到医院就诊。每天早晚各测体温1次，将体温记录下
来，并记录喂养及呼吸情况。若宝宝出现发热或者吃
奶差、气促等症状，也应及时就近到发热门诊就诊。

二是根据孩子的年龄选择口罩。1岁以下儿童不
建议戴口罩，1岁以上儿童外出时应佩戴口罩，家长
要及时检查儿童戴口罩时呼吸是否顺畅。市面上有按
年龄划分的1~3岁和4岁以上儿童适用的两种口罩。

三是做好室内消毒工作。奶瓶、奶嘴等耐高温的
物品，可以浸没在锅中煮沸30分钟消毒；不耐热的
玩具等物品，可以用酒精棉球擦拭玩具表面消毒；衣
物或者毛绒玩具，可以用加有一定消毒剂的水来清
洗、消毒。

四是督促孩子勤洗手。孩子洗手的时间最好达到
30秒。通常用流动水和洗手液或肥皂洗手15秒，可以
带走手上 90%的病菌；持续洗手 30 秒，可以将手上
99.9%的病菌带走。挑选儿童免洗手消毒剂时，要确保
消毒剂的酒精含量超过60%。酒精含量在70%~80%的，
消毒效果更佳。使用免洗手消毒剂时，要用双手揉搓消
毒剂至手部呈干燥状态，大约20秒，指缝、指尖也要充
分覆盖。对于使用过免洗手消毒剂的孩子，家长要看护
其不要吃手、揉眼睛，以免酒精中毒。

五是尽量少出门。必须出门时，尽量打车或者自
驾，少乘坐公共交通。如果路程近，步行是最佳选
择。大人和孩子都要戴好口罩，并保证及时更换口
罩，不要用手触摸口罩外部，以免病菌转移到手上。

六是避免近距离接触。不要亲吻孩子，不要对着
孩子咳嗽、打喷嚏、呼气。叮嘱亲朋好友避免近距离
接触儿童，尤其是婴幼儿，避免亲吻、逗乐等。

七是注意与感染者隔离。若妈妈不幸感染新冠病
毒，一般建议新生儿隔离14天。任何有可疑接触史
或临床症状相似的家庭成员，都应避免接触照护者和
新生儿。

由于目前尚不确定乳汁中是否存在病毒，所以妈
妈在受感染或疑似感染期间是不建议进行母乳喂养
的。母婴隔离期间，妈妈应该定时挤出乳汁，保持泌
乳，直至排除感染可能或者治愈后再恢复母乳喂养。

（胡晓琼撰稿）

疫情期间如何照顾好幼童？

本报讯 （记者胡晓琼 通讯员赵立志）面
对疫情防控的最新需要，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
者、退役军人志愿者纷纷冲在抗疫一线，与社区
工作人员并肩作战，积极参与各街道社区核酸
检测、排查、消毒、运输等疫情防控任务。

宽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支部抽调党
员骨干，由班子成员带领组成志愿服务
队，来到宽城区南广街道，做好核酸检测
秩序维护、信息登记录入、扫码测温等辅
助工作，使得现场工作井然有序。

南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蓝天救援
队南关区退役军人分队为南关区中小学、
幼儿园共计58个校区进行义务消杀，总
消杀面积共计70余万平方米。为保证消
杀工作迅速有序开展，南关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组织5个消杀组，每组由一名退役军

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带队与学校对接，5个
消杀组同时开展消杀工作。

在榆树市体育馆核酸检测点，12 名
退役军人志愿者在秩序维护、设卡验证、
心理疏导、应急救援等方面积极发挥作
用，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称赞。

市退役军人应急大队接到市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的任务后，二分队队长邹雷迅速
组织队员前往南关区疾控中心防疫物资配
发站进行支
援。为保证
次日各街道

社区核酸检测任务顺利进行，志愿者们连
续奋战9个小时，目前已完成南关区鸿城、
长通、自强、新春、桃源街道的12个社区，
南关区医院、南关区中医院的防疫物资发
放任务。三分队队长姜君组织9名退役军
人参加拥军大院社区核酸检测任务，在检
测点现场维护秩序，帮助社区老人扫码登
记，到社区居民楼张贴通知，充分展示了退
役军人的责任担当和良好风采。

退役军人志愿者连续奋战助防控

1010日日，，记者在延安大街与湖西路交会处记者在延安大街与湖西路交会处、、南湖公园四号门外看到南湖公园四号门外看到，，一辆公交车变成临时核酸采样点一辆公交车变成临时核酸采样点。。公交车外公交车外，，湖西街道长久社区工作湖西街道长久社区工作
人员和各单位志愿者组成的队伍人员和各单位志愿者组成的队伍，，正在为前来进行核酸检测采样的市民服务正在为前来进行核酸检测采样的市民服务。。

在采样车内在采样车内，，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更是辛苦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更是辛苦，，每一次为小朋友采样都要俯下身子每一次为小朋友采样都要俯下身子，，半跪在地上完半跪在地上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成核酸检测采样工作。。赵滨 摄

3月9日至10日，我市进行了第一轮核酸检测。记者看到，在各采样点，核酸检测秩序井然，这既得益于广大市民的自
觉自律，更与我市及各城区、开发区的有效组织工作，医务工作者、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分不开来。他们
持续奋战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认真检测、维护秩序、上门服务、宣传防疫，为战胜疫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