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
员）前天上午，北仑区发生新冠肺
炎疫情后，我区各镇街机关干部、
村社干部放弃休假，迅速到岗到
位、下沉一线，精准落实落细防控
举措，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歼灭
战筑牢鄞州防线。

前天一大早，潘火街道启动应
急机制，全体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排
查工作，加快做好重点人员集中隔
离、居家健康观察管控等工作。同
时，取消聚集性活动，暂时关闭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

姜山镇疫情防控专班坚守一
线，保持24小时运作状态，迅速开
展工作部署、人员排查、数据流转
等工作。全体机关干部全部下沉
到村社一线，挨家挨户开展防疫扫
楼行动，做好重点人员管控。截至
昨天下午，姜山镇共排查182574
人，其中需管控人员972人。

钟公庙街道全体机关干部及社
区工作人员对16个社区、8栋商务
楼宇、4个商圈、23家建筑工地进行
分类，逐一排查。截至昨天下午2
时，共完成11万余人的行程排查。

疫情通报后1小时内，首南街
道全体机关和村社干部到岗到位，
启动疫情防控专班。3小时内，街
道隔离点从准备启用到开设完

成。10小时内，机关干部全部下沉
一线，29个村社持续性开展地毯式

“扫楼”行动，排查辖区总人数达12
万人。12小时内，95人完成转运，
实现集中隔离。

东吴镇地处鄞州区东边，与北
仑区接壤，接到疫情通报后，东吴
镇迅速启动防疫突击数据专班，所
有镇村干部第一时间到岗，下沉一
线。目前，东吴镇各村都搭建了临
时采样点。

云龙镇69名机关干部、118名
村社干部守住“小门”，挨家挨户排
查居民近期行程信息，做好重点人
员管控措施。通过云龙“掌上治
村”平台进行“行程上报、防疫一键
查”服务。截至昨天18时，云龙累
计排查7.5万余人，257人落实管控
措施。

东郊街道第一时间启动疫情
防控专班，街道75名干部下沉5个
社区，开展核查、扫楼和转运工
作。37名社工紧急赶回社区加班，
开启战“疫”模式。截至目前，东郊
街道已核查15152人。

福明街道全体机关干部下沉
一线，与600余名社工、党员等一
起进小区、进楼宇、进工地，形成防
疫合力，确保排摸无死角。目前，
福明辖区13个社区、82幢楼宇、30

个工地已全部完成人员信息排摸。
下应街道200余名机关干部、

社工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全面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其中，海创社区数
字平台新增的“数智仓库”清洗归
集功能，短短两小时，完成了3000
户人员的排摸。截至昨天下午3
时，街道共排查62554人，处理大
数据946条，管控人员544人。

白鹤街道全体机关干部在社
区、工地、楼宇商超等重点场所，线
上线下开启“圈群吹哨、守门站哨、
入户放哨”的“三层哨岗”排查模
式。与此同时，白鹤派出所对辖区
内各类场所、店铺、人员密集部位
进行叠加式检查。

塘溪镇镇村干部、党员、网格
员组成紧急人员排摸队伍，深入辖
区村，开展人员筛查和疫情防控工
作。通过电话通知、入户发放通
知、电子屏滚动播放、村内大喇叭
等宣传形式，不留死角、不落一户
地进行全域人员排摸。截至昨天
下午2时，塘溪镇排摸38129人，纳
入管控232人。

咸祥镇全镇机关干部、村社干
部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全镇关停
文化礼堂、老年活动室、棋牌室，主
要领导带队加强检查重点防疫场
所，督促整改问题30余个。全体干

部下沉一线，深入开展排摸，并做
好全员核酸检测的预案准备和场
地布置。目前，各村（社）已全面做
好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排摸和管
控工作。

东柳街道将防疫阵线延伸到
居民家门口，守好各类“小门”。在
小区、市场、药店、酒店等人员密集
重点场所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确保
车辆人员出入有迹可循。同时开
展“地毯式”大排查，做到辖区重点
人员底数清、情况明，严格管控每
一个风险环节。

五乡镇迅速召开专题会议，制
定防疫方案，各联村干部下沉所联
村社，完善落实方案，上门入户，排
查行程信息。由于五乡与北仑区
接壤，所有村社立刻启动全员核酸
准备，定人、定岗、定点完成应急准
备。同时，在329国道等与北仑交
界路段设立卡口，实施24小时临时
交通管制。

百丈街道1个防疫专班、6个
防疫工作组24小时高效运转，全面
开启疫情防控战斗模式。近百名
机关干部下沉10个社区，协助开展
人员排摸工作。截至目前，辖区常
住人口 3.5 万余人已全部完成排
摸，其中需管控47人，已管控47
人，重点人员核酸检测182人。

下沉一线 守土尽责

我区各地跑出防疫加速度

■本报记者 王莎

自前天北仑区出现新冠确诊
病例以来，鄞州快速行动，全方位
排查涉及北仑来鄞返鄞人员。昨
天，除了24个临时核酸检测采样
点开启外，全区400余名医护人
员上门给辖区内居家健康观察人
员进行核酸检测采样服务。

变身“大白”上门，任
何细节都不马虎

昨天下午，记者分别跟随两
路医护人员上门核酸检测采样，
体会到了他们不易的同时，也被
居家健康观察人员一遍遍地“感
谢”声所感动。

昨天下午1时左右，记者跟
随鄞州人民医院邱隘分院以及鄞
州口腔医院的医护人员来到邱隘
镇邱一村。在走访前，记者和采
样人员一样穿戴好防护装备。走
了不到5分钟，记者后背已经开
始出汗，手心也在冒汗。

26岁的口腔医生曲丽丽淡定
地告诉记者，这只是开始，因为居
家健康观察人员较为分散，只能
一户一户进行走访。每快到一
户，曲丽丽都会提前给对方打个
电话。

“黄师傅，您准备好身份证，一
会我们就过来给您采样。”曲丽丽
打电话给即将采样的居家健康观
察人员黄国富（化名），“每个人都
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很感谢他
们。”

到达黄国富家门外，曲丽丽
和同事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最后
才敲门。曲丽丽说，因为要和居
家健康观察人员直接接触，任何
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在核酸检
测采样前，曲丽丽和同事一再安
抚黄国富，让他放松，不要紧张。

48岁的黄国富告诉记者，他
曾去过北仑，前天接到居家健康
观察的通知。得知有医护人员上
门采样，他特别感动。“现在还是
元旦假期，医护人员放弃休假，上
门给我采样，挺不好意思的。”

一切顺利，曲丽丽和同事很
快完成了采样。在前往下一户人

家的路上，记者和曲丽丽聊了起
来。曲丽丽老家是黑龙江的，来
宁波一年多，家里人知道她要上
门采样，都比较支持，特别是她的
父亲。

“我爸说，我是一名医护人
员，更是一名党员。”曲丽丽坚定
地说，“疫情当前，作为党员更要
冲在前面，用自己的行动守护居
民健康。”

脱下防护服，衣服被
汗水湿透

随后，记者又和东部新城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党员陈苗及其同
事一起，开始一户户走访辖区内
的居家健康观察人员，给他们提
供核酸检测采样服务。

陈苗说，这已经是她坚守岗
位的第23个小时了。原来，前一
天，东部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启用临时核酸检测采样点。因为
不断有人来采样，陈苗到昨天凌
晨3时还在给前来采样的市民提
供服务。

核对信息、采集鼻拭子、进行
环境物表采样……昨天下午起，
陈苗和同事就奔波在不同的小
区，为居家健康观察人员采样。
因为防护服不透气，戴着口罩和
面罩，持续时间长，闷、透不过气
是常态，时间一长也已经习惯了。

她开玩笑说，相较于在固定
的点位给市民做核酸检测采样，
上门采样让她体验了一次外卖
员的工作。和外卖员不同的是，
她和自己的同事需要24小时待
命。

采集完辖区内现有居家健康
观察人员的核酸标本后，陈苗的
工作也告一段落。当她脱掉防护
服时，记者发现她打底的衣服已
被汗水湿透，脸上也因长时间佩
戴口罩出现了深深的压痕。

“哪里有需要，作为党员我就
应该出现在哪里。虽然很辛苦，
但当我们穿着防护服上门采样
时，很多居民跟我们说‘辛苦了’，
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陈苗
说，只要大家相互理解配合，相信

“寒冬”一定会过去。

本报讯 （记 者 王 莎）“我
去！”“我刚下夜班，直接去！”……
300名医护人员半小时内集结完
毕。2022年的第一天，鄞州人民
医院、鄞州二院、市第六医院、市眼
科医院、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市肛
肠医院、钱湖医院、区妇幼保健所、
明州医院9家医疗机构的护理部信
息群再次被这样的报名信息刷屏，
希望参与到支援北仑核酸检测采
样的队伍中来。

前天上午 8时 31分，记者得
知鄞州即将前往北仑支援核酸检
测采样工作的消息。半个小时
后，记者来到鄞州区卫健局门口，
在人群中发现了两张老面孔，她
们是上个月已经连续6次带队支
援的鄞州人民医院韩艳萍和鄞州
二院朱鹤霏。

面对突如其来的支援任务，韩
艳萍和朱鹤霏依旧淡定而坚定，她
们一遍遍清点人数，一遍遍叮嘱队
员们注意安全。“我们会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完成核酸检测采样任
务的。”临出发前，韩艳萍说。

记者在现场得知，从接到通知
到300人集结完毕，用时不到30分
钟，跑出集结的“鄞州速度”。他们
本应该和家人团聚，一起过一个开
心的假期，但因为一个电话、一条
通知，他们快速集结。

“没事，我同事给我带了些吃
的，你就放心吧。妈，对不起。”在
等待的人群中，记者听到了这样一
句话。打电话的是鄞州人民医院
大外科护士长郑萍，接到前往北仑

支援的电话时，她刚陪着母亲到医
院准备做检查。

郑萍说，“8时21分，我刚到医
院就接到电话，只能把妈妈‘丢’在
医院。说起来，对妈妈还是挺愧疚
的。”

和郑萍一样，临时赶来支援北
仑的还有宁波市第六医院急诊病
区护士长麻海亚。她告诉记者，

2022年的第一天，她准备和孩子
一起去登山，刚要出门，就接到了
需要前往北仑的消息，“我衣服也
没换，赶紧开车过来了。疫情当
前，医护人员冲锋在前是理所应当
的。”

支援队伍中，党员仍冲锋在
前。有着10年党龄的市眼科医院
眼底病医生韩寅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计划，当天她约了朋友小聚，8
时32分得知有支援任务后，她第
一时间报名参加了。韩寅告诉记
者，“我今天轮休，就报名参加了。
再说，我是党员我先上。”

截至目前，鄞州已经安排了7
批次共计1600人次前往镇海、余
姚、北仑等地进行核酸检测采样工
作的支援。

鄞州医护人员出发支援北仑。

半小时集结300人

支援北仑，鄞州医护人员再出发

本报讯 （记者 蔡亚辉 通讯
员 魏君驰） 昨天一早，经济开发
区派出所民警在北仑和鄞州交界
海塘卡点巡逻时遇到群众求助。
一位63岁老人与儿子走散，手机
没电，险些进入北仑区域。民警朱
科迪得知后紧急联系老人家属，避
免了被隔离的麻烦。连日来，我区

公安干警全面展开防控，引导居民
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坚决阻断
传播链。

在区疫情防控区域协查管控专
班，卫健、公安、大数据等部门人员
紧张忙碌着。从前天早上6时21分
至发稿时，专班所在的鄞州公安分
局智控侦查中心电话声此起彼伏。

从北仑出现确诊病例以来，这个专
班的核查数据从之前每天平均500
条猛增到1万多条，咨询政策的、疑
难求助的、请示汇报的，专班的成员
一夜未合眼。

同时，前天上午7时，鄞州公安
支援北仑的第一批250名警力集
结完毕，分组奔赴多个点位，执

行对北仑区的临时封闭管理任
务。

我区各派出所闻令而动，迅速
对小区、商场、写字楼等“小门”开
展“敲门扫楼”行动，挨家挨户上门
登记排查有北仑旅居史的人员，指
导物业管理人员有效落实测温、亮
双码等防控措施。

本报讯（记者 庄锦涛 通讯
员 周瑾）这两天，无论是在人流
密集的菜市场、超市，还是冷链仓
库、零售药店，到处都有“市场监
管蓝”的身影。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区
市场监管局使命在肩，冲锋在前，
多维施策、齐抓共管市场监管领
域疫情防控工作。市场监管干部
第一时间前往辖区内药店、商超、
菜市场，检查“小门防控”的扫码、
测温、戴口罩等基本防疫措施落
实情况。尤其对辖区菜市场、超
市等人流量大的区域，抓好防控
措施、食品安全、物价监管等工
作，确保市民买得安全、吃得放
心。

昨天，我区45个在册农贸市
场基本正常开市，米、粮、油、蛋、
菜、肉等民生基本物资价格稳定、
供量充足。执法人员多次“回头
看”，对每一个市场、每一个经营
户进行检查，要求其做好食品安
全自查、出入库登记、索证索票等
工作，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奇货可

居、销售腐败食品等行为。
在辖区零售药店，执法人员

强化药店“退热、止咳、抗生素、抗
病毒”四类药品监管，充分发挥好
药店在疫情防控中的“哨点”预
警作用，进店人员严格执行扫
码、测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购
买人员严格实行实名制人员登
记并每日上报，若发现发热、咳
嗽等症状购药人劝导其前往发
热门诊就诊。

同时，区市场监管局以冷链
食品进口单位、冷冻食品交易中
心、大型商超等经营单位为重
点，通过“浙冷链”数字化监管手
段，要求生产经营企业严格落实

“三证一码”制度，入境货物检验
检疫证明、核酸检测证明、消毒
证明和“冷链食品溯源码”缺一
不可，做到专用通道进货、专区
储存、专柜销售，同步做好台账
记录。此外，鼓励引导消费者购
买进口冷链食品时进行扫码登
记，做到进销数量一致，加强溯
源管理。

鄞州公安从速落实防疫各项举措

“市场监管蓝”
织密疫情防控安全网

这样的上门服务，暖心！

2022年1月3日 星期一 一版责编 余峰 二版责编 蔡彧 电话 88087090 版式 李纪伟 董灵耀 校对 邵盛燕 林芝 气象：晴到少云，北到东北风2~3级，16℃~4℃

0202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全力以赴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

本报讯 （记者 张文胜 通讯
员 马亮 陈威）从前天上午开始，
鄞州经济开发区设20多个卡口，
每个卡口派驻2人，实行24小时蹲
点守候，及时劝返过往车辆、群
众。同时，当地派出所在辖区内海
岸线设置临时卡点，开展巡逻盘查
工作。

鄞州经济开发区与北仑区春
晓接壤，两地人员流动性较大。前
天，针对最新疫情形势，鄞州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和宁波湾区开发集
团取消休假，全体员工迅速到岗，
第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58名网格员夜以继日，发扬连
续奋战精神，力求对辖区人员进行

全面精准排摸。截至昨天16时，
共排摸32118人次。

鄞州经济开发区充分发挥企
业主体责任，商会会长、副会长企
业积极发挥标杆模范作用，成立志
愿者队伍，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
人。同时，积极做好核酸检测准备

工作，在核酸监控点位搭建帐篷，
对16名人员进行核酸送样培训。

两天来，开发区管委会与宁波
湾区集团联合作战，划分16个网
格、16个预检测点，由班子成员任
组长，每个网格配备2名点长和2
名警力，并举行预案演练，随时开
展对辖区3.26万余人的检测工作。

鄞州经济开发区力保疫情防控无死角

采样结束后，医务人员在进行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