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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关注全国各地疫情形势，及时动态掌握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情况，充分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和基层网格化管理模式，依法依
规落实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返）蓉人员、红黄码人员、外省口岸入
境人员排查，精准科学落实健康监测、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健康管
理服务措施，坚决做到“应排尽排、应检尽检、应管尽管”。

8月13日，成都市发布了疫情常态化防控十条措施，“十条”措
施中的第三条为严格高风险人员排查。昨日，市委社治委相关负责
人对此作出解读。“从严从紧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举措，
按照重点人员‘找得到、管得住、服务好’的要求，全力做好常态化社
区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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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沪宝”躺在地上，幼崽头部先出来，同
时发出叫声。“沪宝”听到幼崽叫声，马上“仰卧起
坐”，缩成一团。大约半分钟后，“沪宝”转身坐起，幼
崽已经在它的嘴里。随后“沪宝”松口，幼崽从它怀
里滑落到了地上。“沪宝”花了大约10秒，再次用嘴
将幼崽含住，并放在了自己的怀里。

8月15日，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
悉，8月14日上午7时50分，熊猫中心旅居新加坡的
大熊猫“沪宝”（新加坡呼名“嘉嘉”）在新加坡河川
生态园产下首只熊猫宝宝，幼崽体重约200克，目前
尚不知其性别。

2012年9月6日，大熊猫“武杰”“沪宝”赴新加坡
河川生态园开展为期十年的合作研究。目前，“武
杰”14岁，“沪宝”13岁，2015年，两只大熊猫开始参
与繁殖计划，经过七年的尝试与等待，“沪宝”和“武
杰”终于有了“爱情的结晶”，幼崽的诞生也是中新
大熊猫科研合作中新的里程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供图

旅新大熊猫“沪宝”
当妈妈啦

“沪宝”用嘴“咬”出自己的宝宝

有奖征集 最高2万！
阿里巴巴联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推出“正能量获奖故事IP开放计划”

高风险人员如何排查管理？

做好常态化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重点人员“找得到、管得住、服务好”

数据显示，截至8月15日，全国有
高风险地区29个、中风险地区119个，
涉及14个省市的38个市（区、县）。

根据各级指挥部明确的防控要求，
成都创新制定社区分类防控五色表，即

《疫情防控重点人员社区分类管理要求
一览表》，明确高风险、中风险、重点地
区、低风险地区人员分类防控措施，要
求小区（院落）在显著位置张贴并每天
动态更新，确保社区一线人员随时掌

握防控重点和对应防控措施。
市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已

会同卫健部门建立常态的联动会商机
制，一旦国内某个城市出现新的本土
病例，根据卫健部门的专业防控要求，
立即把出现本土病例所在区（市）县来
返蓉人员纳入重点防控对象，并及时
将防控要求传递到全市社区、小区（院
落），做到排查对象动态调整、防控措
施专业精准。

及时动态调整防控策略：
每日更新张贴社区分类防控五色表

小区（院落）是市民的生活家园，
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最后一道
防线。记者了解到，2020年以来，成都
坚持常态化开展小区（院落）的新来
蓉返蓉人员排查登记，确保国内城市
一旦发生疫情后，重点对象可找、人
员信息可查。南京疫情发生以来，通
过小区（院落）排查登记重点地区来
返蓉人员约5万人，全部分类落实了核
酸检测、集中或居家隔离、健康监测等
防控措施。

“近期，我们制定居民小区（院落）
防控‘六件事’操作规程，明确小区门
口、人员排查、居家隔离、健康监测、内

部管理、个人防护等工作要求，指导基
层落实常态化防控措施；印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城镇居民小区（院落）常态化
排查工作的通知》，明确排查对象、排
查方式、队伍组织、工作机制等方面的
内容，推进小区（院落）排查工作规范
化、精细化，确保常态化下防控措施不
松劲、管理无死角无漏洞。”

与此同时，为方便新来蓉返蓉人员
自主向社区报到，市委社治委依托天府
市民云开发了社智在线“社区报到”功
能，市民可以扫描社区报到二维码，如
实填写相应内容，就可以实现在线社
区报到。

加强小区（院落）常态化管理：
严格执行居民小区（院落）防控“六件事”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部分重点地
区来返蓉人员需要进行居家隔离观
察。南京疫情发生以来，成都累计3.8
万人按要求执行居家隔离观察，目前
仍有在观人员5400多人。

市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居家隔离的居民，将由街道、社区
组织动员党员骨干、医务人员、物业
人员、居民骨干、志愿者等多方力
量，做好居家隔离人员的健康监测、
生活物资保障、心理疏导，让隔离人
员和家属安心放心。

做好居家隔离人员的服务管理保障：
多方力量服务让隔离人员和家属放心

疫情转入常态化后，成都及时完
善社区疫情防控运转机制，优化社区
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措施，不断提高社
区疫情防控应急能力。

数据显示，目前成都共组建了由
15万人组成的6465支社区应急响应队
伍，分设人员排查、秩序维持、服务管
理、环境控制、应急支援、物资保障6个

工作组，一旦从常态化转入应急状态，
基层有队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同
时，根据新的疫情防控圈层管理要求，
进一步优化完善社区应急响应预案，
常态化开展社区应急演练，在演练中
保持思想警惕、常态查漏补短、提高实
战能力，确保紧急情况下社区有力量、
防控跟得上。”成都日报记者 侯初初

提高社区疫情防控应急能力：
组建6465支社区应急响应队伍

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疫情常态化防控“““““““““““““““““““““““““““““““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十条”””””””””””””””””””””””””””””””③严格高风险人员排查管理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严密落实“人物同防”防控策略

一手抓保畅稳供：
“全货机+客机腹舱”畅通双循环

过去8年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
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在内的全国百余
家合作媒体，总计奖励了 9000 多个正能
量人。每一个获奖故事的主人公，平凡、
善良、有情有义，如同满天的“凡”星，闪烁
着微光。

而这一次，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希望通过艺术再创
作的方式，将这些暖心的故事重新演绎，
让满天“凡”星汇成灿烂星河，绽放出更耀
眼的光芒。活动将面向全社会发出邀请，
作品形式不限，最高奖励2万元。

最高奖励2万元
诚邀全社会参与创作

即日起，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在内的全国多家合作媒
体，正式启动“凡星满天——天天正能量
获奖故事IP开放计划”，诚邀社会上有能
力、有爱心的个人或团队，对正能量获奖

故事进行艺术化的再创作。
本次活动面向全社会开放，大专院校

影视传媒、导演编剧等相关专业在校学
生，专业视频创作者、草根原创作者，视频
爱好者、专业视频制作平台及团队等，均
可报名。

活动期间，天天正能量所有获奖故事
IP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参与创作者可以选
择其中任何一个获奖故事IP进行艺术再创
作，每个获奖故事的具体内容可关注天天
正能量公众号（ID：zhnlali）获取，或者进入
天天正能量官网（now.taobao.com）查询。

为了方便创作者更精准地找到合适
的题材，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也结合故事
的影响力、传播力、社会示范价值等维度
精选了200个经典正能量故事IP供创作者
优先选择，可通过天天正能量官网（now,
taobao.com）首页右侧的“公益项目”导航
栏进行下载。

多年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以践行

媒体责任、传播社会正能量为使命，先后
推出了徒手爬楼救男童的“蜘蛛侠”、兑现
亡友承诺支教大凉山的90后姑娘、以凳为
杖走出美丽人生的“凳子姑娘”等一系列
引发全国广泛关注的正能量故事。

活动最后，天天正能量将根据作品网
上传播情况及评委投票，从所有参评作品
中评选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
15名、优秀奖20名，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奖金分别为2万元、1万元、5000元、1000元
不等。其中特别突出的作品，还将获得天
天正能量平台重点传播推广的权益。

作品形式不限
征集时间截止到年底

据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相关负责人
透露，此次活动作品征集时间为即日起
至2021年12月31日。所有参评作品主题
须正面向上，能够体现出获奖人物身上
特有的精神气质，如温暖、感动、励志、坚

强、诚信、乐观、勇敢、敬业、孝亲等感人
的闪光点。

参评作品的具体形式不限，可以是微
电影、纪录片，也可以是动画、沙画等多种
艺术表现形式，要求形式新颖，倡导独特
风格、主题鲜明、情感丰富、有一定的视觉
冲击。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所有有意参与
本次活动的创作者，须提前向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或天天正能量平台报名。报名成
功后，天天正能量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与
创作者联系，协助创作者确定相关选题及
创作形式，并提供更加详尽的案例信息，
方便创作者在12月31日截止日前顺利完
成相关作品的创作。

■报名方式：
①媒体报名方式：028-86612222；
②通过天天正能量官方邮箱zheng-

nengliang@alibaba-inc.com 或者天天正能
量公众号（ID：zhnlali）提交报名信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据@四川自然资源消息，结合四川省气象台天
气预报情况，8月16日20：00～8月17日20：00，四川
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结果如下：

一、3级（黄色预警，风险较高）
预警区域：成都金堂县、简阳市；自贡贡井区、

荣县；德阳广汉市、旌阳区、中江县、罗江区；绵阳安
州区、平武县、涪城区、三台县、梓潼县、北川县、江
油市、游仙区；广元青川县、剑阁县；内江威远县、资
中县；乐山市中区、五通桥区、金口河区、马边县；峨
眉山市、沙湾区、犍为县、井研县、夹江县、沐川县、
峨边县；宜宾叙州区、高县、屏山县、珙县、筠连县、
翠屏区；雅安名山区、荥经县、雨城区；眉山东坡区、
青神县、仁寿县、洪雅县、丹棱县；资阳：雁江区、乐
至县；凉山州盐源县、德昌县、冕宁县、越西县、甘洛
县、美姑县、雷波县。

二、响应政策
密切关注降雨预报及降雨实况；检查防灾责

任体系落实情况；加密房前屋后斜坡、靠山靠崖、
沟口等危险地段巡查；做好监测预警和预警信息
发布；发现险情迹象，果断采取主动预防避让，确
保群众生命安全；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准
备工作。 （四川自然资源）

四川发布地灾黄色预警
54县市区需注意防范！

近日，有网友留言询问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增开
夜间专线后的票价，8月16日，记者从成都公交集团
了解到，天府机场专线1号线票价为40元，天府机场
专线2号线票价为35元，天府机场专线夜间线票价
为45元。三条专线全程票价一致。

目前，3条机场专线分别从春熙路和成都东客
站前往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春熙路站点为IFS爬墙
熊猫下方，成都东客站站点位于西广场机场巴士候
车点。天府国际机场站点分别位于一号航站楼、二
号航站楼侧L1层。

天府机场专线夜间线营运时间为22：00-次日
05：30（如若最后一班进港航班提前，则根据该航
班进港时间提前收车）；发车频率：30分钟，滚动发
车（第一航季期间，次日0：30至次日05：30发车频
率与机场进港航班同步，后期根据航季安排适当
调整）

站点设置：天府国际机场（T2）、省体育馆（来福
士）、锦江宾馆（岷山饭店）、春熙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天府机场专线夜间线
票价45元

30分钟发一班

据@成都气象消息，成都市气象台8月16日16
时0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成都市16日20时
至17日20时天府新区、青羊区、武侯区、锦江区、金
牛区、成华区、高新西区、高新南区、东部新区、龙泉
驿、新津、双流、蒲江、邛崃、简阳和金堂 16 个区
（市）县部分地方有大雨到暴雨，其余区（市）县局部
地方大雨，请注意防范。

防御指南：
1、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

工作；
2、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

儿安全；
3、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

保安全；
4、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

（成都气象）

成都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这些地方将有大到暴雨

自去年疫情发生以来，成都市口岸物
流办专门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及时
分析疫情期间国际通道运行态势，对疫情
防控期国际通道保障工作再安排、再部
署。结合中央、省委、市委最新工作要求，
进一步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
防”防控策略，组织专班力量轮流赴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值守，协力做好疫情较严重
国家来蓉入境人员防控工作，全力配合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机场现场工作组统筹做
好入境人员相关工作。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的新形势新情况
新要求，成都机场进一步强化防控措施，
严格落实测量体温、佩戴口罩、亮码通行

“三个100%”措施。四川机场地服公司按照
“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疫情常
态化防控原则，深入研判德尔塔变异毒株
流行和疫情发展态势，抓紧抓实抓细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在人员相对集中的航站楼
区域，根据旅客人流情况，对楼内高频次
接触的台面，如自助值机设备、值机柜台、
行李托盘等进行预防性消毒，在值机柜
台、登机口都提供了手部消毒服务，确保
旅客安全出行。

“人物同防”是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重
要一环，为切断“物传人”传播途径，四川
机场地服公司建立了货物和行李保障作

业流程、岗位风险分析、岗位人员疫情防
控措施及作业场所消杀等具体防疫制
度。在货物消杀方面，四川机场地服公司
制定了开货舱门闷杀、卸机后预防性消
杀、入库前防疫喷淋装置消杀、货物分拣
前后消杀的“五次”消杀举措，同时按照

“一用一消杀”的原则对保障设备进行彻
底喷洒消毒。对于进入货站辖区的车辆和
人员，严格执行健康码查验、体温监测、检
查口罩正确佩戴“三个100%”管理，同时在
入站闸口安装消杀设备，对入站车辆进行
消杀处理。

针对疫情造成国际航线航班停航减
班、客机腹舱带货运力大幅下降的不利
影响，市口岸物流办在持续保障9条国际
全货机“不停航”稳定运行基础上，先后
推动新开通至东京、伦敦、阿姆斯特丹等
6条国际定期直飞全货机航线，目前国际
全货机定期直飞航线数量增至 15 条。同
时，完善“全货机+客机腹舱”等多元化航
空物流综合解决方案，建立航空货运供
需精准对接机制，协调航空公司提供以
客代货运输方案、提升全货机航线货运
能力和“点对点”开行货运包机、“客改
货”临时货机，稳定运行34条通达五大洲
的“客改货”航线。

成都日报记者 杨富 实习记者 王秀容

“解封”不等于“解防”。据了解，自南
京、绵阳等地发现确诊病例后，成都及时
利用系统数据进行关联匹配，并协调国家
安全中心四川分中心进一步清洗定位，提
高数据精准度，将相关数据分发，包括全
省的红黄码、四川天府健康通、场所码扫
码、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数据，有效支持
成都市疫情流调溯源和精准防控。

当前，成都已建立健全了省、市、县三
级防疫数据交换机制，指导各区（市）县建
立区域协查专班，统筹全市的防疫数据接
收、下发、汇总和报送工作，充分运用大数
据信息技术手段，完善信息处置流程，形
成工作闭环，确保及时高效开展风险人员
信息精准排查管控工作。

成都日报记者 程怡欣

充分运用大数据 积极推进疫情常态化防控

成都社区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