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唐琪 文/图） “您
好，请佩戴好口罩，配合测量体温，谢
谢！”“请扫码进行登记……”随后，在工
作人员的引导下，前来办事的市民有序
分流排队，并根据提示先后用手机扫描

“贵州健康码”及“贵州政务网”，进行健
康信息填报及政务服务信息预填，通过
线上小程序应用，在确保安全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待办事项的效率。

据悉，经开区政务大厅已全面恢复

线下服务，自2月26日起，23个单位及
企业进驻窗口均提供服务，各进驻窗口
人员正常到岗，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
下午5点。恢复线下政务服务近半月
来，通过线上、线下的高效配合，政务大

厅运行有序。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经开区政

务大厅对办理业务市民严格管控，需佩
戴口罩，做好防护措施，配合工作人员
进行体温检测和登记方可进入。同时，
经开区政务大厅邀请区疾控中心为大
厅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培训，加强工
作场所消毒和个人防护，指导工作人员
按规范配制消毒液、科学消毒，进一步
保障政务大厅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经开区政务大厅配备了4台自助
设备，前来办事的市民除在人工窗口办
理业务外，还可根据需要进行自助办
理。此外，据工作人员介绍，政务大厅
通过微信、网站、APP等多种方式宣传
线上服务办理方式。对于部分不需要
提交纸质资料的情况，市民可登陆贵州
政务服务网、贵人服务微信小程序或云
上贵州多彩宝APP进行申请，上传材
料，经工作人员后台预审后，再进行办
结，市民可通过快递的方式免邮费收到
办理好的证照。

“目前，各进驻窗口全面恢复线下
服务，我们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和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利用非业务办理时间，每
天于早、中、晚对大厅环境进行三次消
杀，并在各窗口配备可免费使用的酒精
喷瓶，确保办事人员安全。”经开区政务
服务中心主任李芳表示，为避免人员聚
集，对于可通过“网上办、手机办、邮寄
办”等线上服务方式办理的事项，建议
选择线上服务方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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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餐品我已经放至小区指定
取餐点。”

“你好，您的外卖已放至您的指定
地点，请及时取餐。”

随着餐饮业的逐渐复苏，商家纷纷
贴出只提供外卖的温馨提示，“无接触
配送”成了时下餐饮业复苏“新态势。”

“要重点推动餐饮企业，以中央厨
房+线下配送，无接触餐饮配送的方式
复工复产。”2月26日，全省商务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为疫情中的餐饮业复工带
来了“说明书”。

根据“说明书”的指示，我市商务部
门积极帮助企业协调员工返岗、防护设

施等相关复工后出现的困难及问题。
推动开展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指导餐
饮企业转型“中央厨房+线下配送”、

“无接触餐饮配送”、团餐配送等经营
形式。

目前我市一半以上的餐饮企业已
经复工，餐饮业正在“无接触配送”中
复苏。

“用户通过手机程序下单，卖场员
工将下单的餐品进行分装打包，然后放
至已消毒的物流交接区，专职骑手根据
配送信息自行取、送。”大润发超市客服
经理李红煜说。

作为大润发的专职配送团队，饿了
么外卖骑手赵志玲说：“根据要求，每天
都要进行4至5次的全面消毒，如果配
送途中食品出现溢出洒漏，要赶紧回站
点进行消毒之后再进行配送。”

同样作为团餐配送企业的美团则
与每一个入驻商家协商设置一个专门
的取餐点，商家负责落实取餐点的防疫
措施，骑手取餐不与商家接触，但取餐
过程中要监督商家是否严格按照防疫
要求来做。

“为了让市民放心用餐，公司对每
一位上岗的骑手都做了核酸检测。”美
团安顺分公司城市经理龙吉家说，全市
共有11个美团站点，470多名骑手上
岗配送。每个站点负责做好骑手的防
疫措施。

美团天豪站站长朱小康说：“每天
早中晚都要对骑手及配送工具进行全
面消毒、体温检测，一旦有异常将强制
下线，并上报有关部门。管理系统自带
GPS功能，可实时监测骑手的配送轨

迹。”
此外，美团外卖还推出了“外卖骑

手配送安心卡”，骑手上岗需佩戴，送出
的餐点都附上安心卡，通过“外卖安心
卡”，用户可了解配送员及订单的信息，
确保每一份订单均可追溯。

我市商务部门还积极协调“美团”、
“饿了么”等外卖运营企业，助力餐饮企
业转型升级。

目前安顺市百年婚宴有限公司、
安顺市福源食品有限公司、安顺市平
坝区舌尖上的家常菜馆等全市17家餐
饮企业已复工，并向社会提供团餐配
送服务。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市商务
系统将全力落实各项支持政策，通过
采取无接触点餐、‘无接触配送’等方
式，推动餐饮业复苏，为复工复产企
业、建筑工地、园区等提供物美价廉
的餐饮服务。”

为落实好餐饮环节疫情防控及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确保餐饮环节食品安
全及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在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指导要求下，餐饮环节复工
复产企业需通过扫描微信小程序开展
自查。对于采取外卖送餐方式经营的，
倡导采取无接触和食安封签模式进行
配送。

截至目前，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共
督促指导505家餐饮服务单位提交自
查情况，其中单位食堂46家。2月1日
以来，共使用食安监APP现场检查餐
饮服务单位170家、开展餐饮环节疫
情防控巡查检查218家次，责令整改
9家。

3月4日下午1点，一辆接送农民
工返岗的大巴车缓缓驶入普定县化处
镇政府大院，这是专门到化处镇接送农
民工返岗就业的免费爱心大巴。

“各位父老乡亲，你们到工作岗位
后，要严格听从当地政府、企业对疫情
防控和务工的要求安排，一定要做好个
人防护，努力工作，勤劳致富，让家人和
乡亲安心！”化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罗
小东在临别时说道。

疫情期间，化处镇人社中心在县人
社局的指导安排下，在镇党委的高度重
视下，一边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一边抓
群众外出务工的统计工作。在接到《贵
州省扶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农民返岗
就业政策二十四条》意见后，第一时间
将各省招聘工人信息及时发布，将外出
各省返厂人员进行收集统计汇总上报，
第一时间与19个村（居）第一书记、包
村干部、村干部联系对接，宣传、提供各

省务工信息，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外出
返岗就业服务。

该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安
排，结合镇村实际、科学决策，第一时间
成立化处镇疫情防控、春耕复耕复工复
产领导指挥中心，各村成立领导小组，
安排各村第一书记、包村干部、村干部
深入村组，逐户排查。利用微信群等方
式，积极宣传外出务工、春耕复工复产
相关政策，使19个村（居）群众知晓。
在张家村，第一书记、包村干部、村两委
走进贫困户家中，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春耕复耕复产复工等信息，并提供企业
用工信息，推荐就业岗位，介绍“返岗就
业信息发布群”等，全力帮助群众与用
工企业达成用工协议，积极配合上级各
部门，加强协调沟通，免费为返岗人员
提供直达专列。

充分利用各村广播喇叭、标语、微
信群、手机短信、宣传车等多种方式，广

泛开展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企业用工
信息宣传，引导外出务工人员与用人单
位、企业联系后合理确定返岗时间。

为减少人员流动、聚集，该镇要求驻
村第一书记、包村干部、志愿者、村干部
开展疫情防控排查的同时，同步开展外
出务工人员信息排查登记工作，登记外
出务工人员基本信息。做到外出务工人
员信息排查登记全覆盖“零死角”。同
时，为了方便直接沟通，该镇建立外出不
同省份的返岗就业信息发布微信群5

个，利用微信群直接和返岗就业者直接
沟通，发布确定开通的专列信息和收集
乘坐返岗专列报名登记信息。对于不能
及时外出的，利用微信、短信、应急广播
村村通、小喇叭等形式，向群众介绍本地
企业用工信息，引导返乡人员在本地就
近就业。此外，还规范外出人员审批程
序。

据了解，当天乘坐专列到浙江一带
外出务工人员已是第五批次，通过免费
专列输出外出务工人员800多人。

“无接触配送”开启餐饮业复苏“新态势”
□本报记者 徐芹 文/图

化处镇：

疫情防控不松懈 返岗就业服务不停步
□韩兴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虹山医

院马上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成立防控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

和应急预案，连日来，该院全体医务

人员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在这场战

“疫”中竭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

预检分诊是虹山医院预防新冠

肺炎疫情所采取的第一步防控措

施。“为了防止交叉感染，我们必须

把好医院的第一道关口。”该院副院

长韩淑英介绍，进入医院的患者，医

护人员按照工作流程开展预检分诊

→体温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发热

门诊→血常规→胸片检查等方式进

行初步排除。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重点在

基层、难点在基层。除了开展好本

院的工作，虹山医院还承担了凤凰

新型社区、东郊社区、虹轴社区等7

个社区居委会的居家医学观察工

作。为将此项工作做实、做好，医院

共安排4组人员开展此项工作。他

们第一时间联系各社区居委会，积

极加强与社区的合作。20多天里，

医护人员从早到晚在各居民小区对

居家观察的人员进行防疫知识的宣

传、信息的采集登记、体温检测、数

据汇总上报等工作，他们的身影出

现在小区、居民楼栋、社区办事处、

居委会。

与此同时，1月28日，西秀区

集中观察点“华博酒店”开始接收集

中隔离观察人员，虹山医院迅速派

出医务人员9人，24小时分组进驻

酒店开展工作，工作内容包括人员

的转、送，信息的收集登记、汇总、症

状监测、入住人员的个人防护的监

管、体温测量、宣传教育、医疗垃圾

收集、处置、救护车消杀等工作。

2月4日，虹山医院接到西秀区

疾控中心通知，因疫情防控工作需

要，狂犬疫苗接种门诊大部分暂停

服务由虹山医院代为管理，其中要

对西秀区人民医院已接种但还未完

成接种程序的回头针进行补种。“很

多被动物咬伤的伤者来到我院，工

作量瞬间增大。”韩淑英说。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一

定要加倍付出，各司其职。”面对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虹山医院院长

支忠林表示，全院职工将继续团结

一心，严防死守，坚守阵地，齐心为

抗疫出力。

虹山医院：

齐心抗疫显担当
□本报记者 罗野

线上线下高效配合

经开区政务大厅运行有序

把时间抢回来把时间抢回来
把损失补回来把损失补回来

经开区政务大厅有序运行

为送餐人员测量体温

战战““疫疫””在防控一线在防控一线

1月25日，身为党员的安顺市

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副科长何旻，

请战支援湖北鄂州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为何请战？她的回答铿锵有

力：“职责所在，责无旁贷”。

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安顺市

人民医院春节前就已取消了所有假

期，跟其他医务工作者一样，何旻每

天加班加点工作。

1月27日中午，还在加班的何

旻接到“下午就要出征”的通知。时

间紧迫，何旻匆匆回家一趟，随便收

拾几件换洗的衣物就赶回到医院。

集合的“哨声”吹响，何旻与医院的

宋娟、向单、曾理、龙正官一同出征，

转战鄂州。

1月28日凌晨四点多，何旻随

医疗队到达鄂州，安顿下来已凌晨

五点过。稍作休整，下午培训，开始

在鄂州的战疫工作。

“培训的内容有院感防控知识

和新冠肺炎诊疗指南。只有让医护

人员掌握好相关知识，做好自我防

护，才能更好地投入战斗，救治患

者。”何旻说。次日上午，何旻又和

其他院感队员对贵州支援鄂州医疗

队队员进行了穿脱防护服的培训与

考核，做到人人过关。

1 月 29 日下午，作为先遣人

员，何旻到鄂州市中心医院进行工

作对接，了解医院收治患者情况及

院感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作为院感专家、战疫一线“守门

员”，何旻需要服从鄂州市政府安

排，对五个城区的酒店、民营医院等

场所进行现场勘察与选址，对适合

设立集中收治点的，结合各集中收

治点的整体布局进行“三区两通道”

划分，提出合理化建议及改造方案，

并对各集中收治点的院感相关工作

进行指导，开展医务人员院感防控

知识及穿脱防护服培训。她还与其

他院感专家一起根据支援医院实际

院感防控布局情况提出改造建议、

优化流程、细化方案。

“防护服的拉链要拉到顶！”“做

好手部卫生、脱防护服要小心谨慎、

操作的时候小心一点……”开展常

规巡查时，何旻不时提醒医护人员

做好个人防护。“我们要注重细节管

理，做到各类措施、制度、流程的落

实，确保医疗质量与人员安全。”

她说。

此外，何旻还要负责对贵州支

援鄂州医疗队的驻地进行合理的院

感管理，结合不同房型进行室内严

格分区，指导医疗队队员合理进行

驻地内生活、活动。

何旻告诉记者，当前，贵州支援

鄂州医疗队斗志昂扬，团结努力，与

当地医务人员共同攻坚克难，开展

临床救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治

愈的患者逐渐增加，疫情呈现向好

态势。

“在鄂州30多天里，无论是医

务人员、工勤人员、维修人员，还是

风里来雨里去的司机和默默无闻的

志愿者们，大家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都在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这

感动了我和我身边的每一位人。”何

旻感慨地说。

在鄂州的每一天都在忙，有

一天闲下来，她翻看了安顺市人

民医院的公众号，看到昔日朝夕

相处的同事身影，看到他们在医

院抗击疫情，守护家乡人民健

康，顿时泪眼朦胧，她一直以来

的坚强顿时土崩瓦解。“那一刻，

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想念家乡，

多么想念‘他们’，也多么牵挂父

母和两个孩子。”

努力让别人不感染，但怕不怕

自己被感染？她直言道：“开始确实

害怕，随着时间推移，每天面对高强

度的工作，看看患者渴望的眼神，也

就不害怕了。只想尽所能去将感染

风险降到最低，因为，职责所在，生

命所系。”

何旻：

筑牢院感防线
当好防疫“守门员”

□本报记者 吴学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