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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支“送药小分队”
每天两次为居民送急需药

从8月31日开始，封控区驻点
医生开具电子处方后，这支由医务
人员组成的“送药小分队”就开始亲
自配药送药，最快半小时病人就可
收到药物。这些天，他们跑遍了成都
市锦江区的大街小巷，将居民需要
的药品以最快的速度送达。

9月4日，记者全程目击了“送药
小分队”送药的全过程：每天两趟，
经过医生开具电子处方、医院药剂
师审核处方、调配药品、核对药品、
打包，最后再送到点位上。在一些特
殊药品上，药剂师还会细心写上用
药说明，如果是急性病急需药，还会
有专门的绿色通道。

截至9月4日，这支“送药小分
队”已为71个点位的155名病人送去
所需药物。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攻坚战
要闻2022年9月7日 星期三

众志
成城 03

9月4日晚，成都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发布通告，新津区、邛崃市在
科学评估本辖区疫情防控形
势基础上，逐步有序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

戴着口罩抓发展！产区、
工地、生产车间里的身影忙碌
着……走进新津区、邛崃市，
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冲刺“金
九银十”的劲头鼓舞人心。两
地在做好社会面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正加快推进企业和项
目复工复产，为“两手抓、两不
误”筑牢坚实支撑。

新津区：
22个在建重点项目
已全部复工

新津区坚持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特别
是将项目工作作为推进经济
工作的重要抓手，创新举措、
压实责任，高效推进，全力以
赴抓项目促投资，确保重点项
目进度不停滞、建设有成效。

“全区每周研究调度重点
项目进展，持续强化项目督导
检查，加大巡查通报力度，采取
有力措施解决了天府先进智造
产业基地、成都市石笋街小学
新津分校等项目推进中存在的
问题。”新津区发改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面对此次疫情考验，
我们积极探索辖区内建设项目
闭环施工管理模式，所有场内
施工及管理人员吃在工地、睡
在工地、工作在工地。”

新津区为精准推动项目加
快建设，迅速行动，成立企业服
务专班，在全区形成齐抓共管
合力，帮助项目牵头单位和业
主协调解决重难点问题，确保
专人专事、专事专办，做到项目
不停工、物流不阻断，扎实推进
全区重点项目建设。截至目前，
新津区22个在建重点项目已全
部复工，正有序加速推进。

与此同时，9月5日起，新
津区400余户工业企业陆续提
交复工申请，目前正有序分步
安排企业复工复产。

“我们基本上能实现正常
满产的状态。”位于新津天府
智能制造产业园的成都格力
钛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人介
绍，目前，企业正在全力冲刺
生产，以确保这批132台的新能
源公交车订单能在月底前顺利
交付。公司全员840人，除一部分

出差和居住在市区的员工外，9
月5日实际到岗人数613人，“基
本上能达到企业正常生产水平，
恢复到以往平均每天12~15台
新能源公交车的产能。”

邛崃市：
一个重点项目
一个保障方案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车来
车往……在邛崃市明超绿色新
能源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们全力抢抓工期，有序
施工。“项目于今年3月进场施
工，现在正在进行生产厂房、办
公楼、倒班楼、综合楼的主体施
工，已完成整个项目进度的
50%，计划在明年5月实现全部
竣工。”明超电缆集团负责人介
绍，工地暂停3天施工后，于昨日
正式复工，所有工人实施闭环管
理，全力冲刺目标进度。

据了解，明超绿色能源新
材料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约
为2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约15亿元，预计总占地面积约
330亩，项目将建设明超全国
总部和绿色能源新材料生产
基地。负责人介绍，“目前工地
有130名工人，全部凭24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场，所有工
人闭环管理的食宿已安排到
位，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第一时间建立项目
复工机制，实行‘一个重点项
目一个保障方案’，围绕疫情
防控、施工队伍组织、物资采
购、安全排查等复工关键环节
做好协调服务，推动符合条件
项目迅速复工。”邛崃市发改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特别是
针对项目建设中原材料供应、
物流运输等方面遇到的突出
矛盾困难，加强问题解决力
度，目前已解决影响项目复工
问题16个。”

据邛崃市发改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全市已建立“驻企
专员—园区（部门）—市级领
导”的分层分级问题解决工作
机制，成立融资、用工、政策落
实、产业协作配套、历史遗留
问题5个协调工作组，共派遣
驻企专员128名深入企业，强
化防疫指导，推动惠企政策落
实，收集企业生产问题，现已
协调解决企业通行证办理、生
活物资、医疗物资等领域复工
复产问题59个。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9月5日0-24时，我市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9例，新
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1例。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
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
染者2例。新增确诊病例出
院31例，6例无症状感染者
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据健康成都官微

戴着口罩抓发展

新津、邛崃开足马力
冲刺“金九银十”

9月4日下午3点半，四川友谊医
院，药剂师们正在做最后的准备。按
照电子处方，药剂师将药物一一从
货架上取下，装在袋子里。每天，都
有2-3名药剂师参与备药。

高血压、糖尿病、感冒……主要
针对的都是常见病、慢性病的药物。
如果是急性病急需药，还会有专门
的绿色通道。

药剂师唐婷拆开一份药包，开
始对照处方进行核对，一些特别的

药品她还会手写备注——在云南白
药气雾剂上写着“不用于开放型伤
口”，在胃药枸橼酸莫沙必利片上写
着“饭前吃”。确认无误后，唐婷再用
订书机订住封口，防止药物丢失。

从8月31日起，为了方便居民更
快、更方便地买到药，成都锦江区的
这支“送药小分队”便开始行动：封控
小区的驻点医生开具电子处方后，四
川友谊医院进行配药、核药，再由药
剂师亲自把药品送到点位上。

每天，“送药小分队”要出动两
次，早上9点和下午4点半，辐射整个
锦江区。在8月31日，为9个点位的15
名病人送药；9月1日，为13个点位的
34名病人送药；9月2日，为16个点位
的35名病人送药；9月3日，为19个点
位的37名病人送药。

“送的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
感冒需要的药品，病人从小到老都
有，小到6-8岁，大到80多岁。”四川
友谊医院主管药剂师罗芸丽介绍。

为方便送药，“送药小分队”最
晚早上8点就要到药房准备配药，送
药的时长也不确定，主要看点位情
况。“今天早上9点出发的，弄完都下
午1点钟了。”罗芸丽说。

下午4点28分，送药的两位药剂
师提上满满当当的药袋，小心翼翼
地放在车上。2分钟后，记者跟随“送
药小分队”准时从医院出发。

药剂师唐婷把要去的点位、联
系人、电话都列在单子上。上车后，
唐婷赶紧把单子递给开车师傅：“师
傅，看看咋走最快最方便？”

第一站是成都市锦江区锦尚春
天小区。确定距离后，唐婷给联系人
黄医生打电话：“你好，我是四川友
谊医院西药房，大概几分钟就可以
把药送到。”4点44分，唐婷提着药物
到达指定点位，交给小区门口的工
作人员：“你好，这是你们需要的患
者药品，麻烦核对后交给他们。”

另一头，车上的药剂师吕性英
正在把剩下的药包再次分好，方便
一会儿第一时间拿下车。驾驶员用
手机拍下送药点位清单，在停车等
候期间，正在看怎么走最方便。

1分钟后，“送药小分队”再次上
路。前往距离锦尚春天小区不远的
绿地468公馆一期。在车上，唐婷再
次给该小区驻点医生打去电话：“钟
老师，你好。我是四川友谊医院西药
房，你需要的药品物资我马上送到，
大概几分钟时间。”

几分钟后，等送药小分队抵达
时，驻点医生钟罗已赶到对接地点。

“这段时间都是我在这里驻点，负责
小区的医疗保障。很多药物我们这
里没有，都是医院药房定时定点送
过来，非常感谢他们。”钟罗说。

锦东庭园的罗女士是一位4
岁孩子的妈妈，孩子因皮肤湿疹
通过四川友谊医院互联网医院向
皮肤科王燕医生问诊后，9月2日
下午2点问诊下单，下午5点就收
到了药品。“我们封控在家看着小
朋友全身长满‘籽籽’，真的很着
急。这个互联网医院很好，很快，
不仅可以看病，还可以拿药，而且
还是送到家！”她说。

在居民称赞的背后，对于四
川友谊医院来说，采用这种人工
送药方式，意味着医院需要专门
腾出2人1车，这对当前紧张的人
力物力资源来说是不小的压力。

“但是，随着封控区域不断扩大，
用快递送药时效性无法得到保
障，于是医院做出一个重要决定：
不能让患者等，全部采用人工送
药，只要锦江区范围内，市民朋友
下了单，我们就要把药送到他们
手里。”四川友谊医院负责此事
的相关负责人如此说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实习生 杨薇 摄影报道

每天送药两次
特殊药品还会写上备注“送药小分队”

停车送药的间隙都在抓紧优化路线
只为将药快速送达居民手中记者目击：

“快递送药无法保证时效性，
不能让患者等！”

人工送药背后：

9月5日0-24时
成都市新增病例“59+31”

扫二维
码查看成都
市近期本土
病例活动轨
迹及风险区
（截至2022
年 9月 6日
17时）

9月5日深夜，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在全市
开展社会面清零攻坚行动。那么小区管
理和人车通行政策是否有变化？公共交
通还在正常运营吗？9月6日，记者采访
了相关部门，进行解答。

1.全员核酸检测期间，小区（院落）
如何管理？

答：同心抗疫，需要每一位居民的
理解、支持和担当。我们呼吁：小区（院
落）内不扎堆、不聚集，不在小区（院落）
内遛狗、健身锻炼、散步、串门等；居民
们分时段错峰有序到采样点排队检测，
做好个人防护，全程戴好口罩，坚持“一
米线”，检测后立即回家。学生、儿童、老
人等特殊群体以及参与城市保障运行
工作人员优先检测。

高风险区实行“足不出户、上门服
务”，社区要保障好智能门磁安装、上门
核酸检测、物资配送到家门口。

中风险区实行“人不出区、错峰取
物”，居民们原则上居家，分时有序进行
核酸检测。在落实个人防护的前提下，
每天每户可安排1人，至指定单元门口
无接触式领取物资。

此外，建立特殊关爱人群需求清
单、响应清单，做好生活服务和医疗保
障。镇街、社区要及时劝导非就近采买
生活物资的居民或非承担城市基本运
行保障、医疗保障和防疫任务的市民返
回小区（院落）。

2.全员核酸检测期间，哪些车辆可
以通行？

答：全员核酸检测期间严格社区出
入管理。从源头上严格落实“市民非必要

不出门，车辆非必要不上路”要求。严禁无
车辆通行证的车辆、人车双证不符的车辆
驶离小区，外出就医车辆经居住地社区同
意后可以出入小区。（一）除救护、消防、
公安、抢险救援等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
车辆外，其他从事保供应、保民生、保生
产和防疫、应急运输的相关工作车辆凭
车辆通行证通行，上路车辆须人车双证相
符，禁止未持有车辆通行证的车辆上路通
行。经社区同意的外出就医车辆可以上路
通行。外地来蓉车辆参照执行。（二）对运
输医疗防控物资、生活必需品、政府储
备物资、邮政快递等民生物资和农业、
能源、原材料等重要生产物资的车辆，
严格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切实做
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国
办发明电［2022］3号）要求执行，保障重
要生产生活和防疫物资高效安全运输，
保持产业链供应链持续稳定。（三）在有
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区域，除保
生活、保生产、保防疫等车辆外，其他车
辆原则上不出入本行政区域。

3.全员核酸检测期间，公共交通正
常运营吗？

答：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优化公交
地铁运营组织，保障全市地铁、公交、巡
游出租车、共享单车等正常运营。倡导
承担城市基本运行保障、医疗保障和防
疫任务的市民（须凭24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来
（返）蓉人员在完成“入川即检”后，可持
始发地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钟茜妮 张肇婷 闫宇恒

一、严格通行证管理
市级相关部门、各区（市）县

防疫指挥部要严格审核承担城
市基本运行保障、医疗保障和防
疫任务、应急运输的人员及车辆
申领资格，从严发放《成都市疫
情防控应急通行证》（以下简称
人员通行证）、《成都市疫情防控
应急运输车辆临时通行证》（以
下简称车辆通行证），对未严格
审核发放和违规使用的，将严肃
追究责任。

二、严格社区出入管理
从源头上严格落实“市民非

必要不出门，车辆非必要不上
路”要求。承担城市基本运行、医
疗保障和防疫任务、应急运输的
市民凭人员通行证、工作证或单
位证明以及24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可以出入小区。严禁无
车辆通行证的车辆、人车双证不
符的车辆驶离小区，外出就医车
辆经居住地社区同意后可以出
入小区。

三、严格交通管理
（一）除救护、消防、公安、抢

险救援等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
车辆外，其他从事保供应、保民
生、保生产和防疫、应急运输的
相关工作车辆凭车辆通行证通
行，上路车辆须人车双证相符，
禁止未持有车辆通行证的车辆
上路通行。经社区同意的外出就

医车辆可以上路通行。外地来蓉
车辆参照执行。

（二）对运输医疗防控物资、
生活必需品、政府储备物资、邮
政快递等民生物资和农业、能
源、原材料等重要生产物资的车
辆，严格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机制关于切实做好货运物流
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明电［2022］3号）要求执行，保障
重要生产生活和防疫物资高效
安全运输，保持产业链供应链持
续稳定。

（三）在有序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的区域，除保生活、保
生产、保防疫等车辆外，其他车
辆原则上不出入本行政区域。

（四）对违反通行规定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四、强化公交保障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优化

公交地铁运营组织，保障全市地
铁、公交、巡游出租车、共享单车
等正常运营。倡导承担城市基本
运行保障、医疗保障和防疫任务
的市民（须凭24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
行。来（返）蓉人员在完成“入川
即检”后，可持始发地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余小红 实习记者 吴林格

记者获悉，成都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成都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
室近期发布关于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地震避险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提到，当前，全市正
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期，各区
（市）县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群众地震避险工作。其中包括
以下具体举措：

一、认真落实地震应急预案，
做好余震防范应急准备工作，特
别是集中隔离点、高中风险区域，
要落实地震避险措施，防震防疫
并重，严防震情疫情风险叠加。

二、组织群众在做好疫情

防护、安全防护的情况下，按照
疏散路线，就近、快速、有序从
疏散楼梯、通道向下疏散到应
急避险点，不聚集、不扎堆。

三、及时做好紧急避险后疫
情传播风险评估，在保证安全的
情况下，有序组织避险人员分批
返回，确保风险可防可控。

四、利用小区业主群、各类
新媒体等载体，广泛发布一批
地震紧急避险宣传教育视频或
海报，引导群众在余震发生时
服从指挥、有序疏散、紧急避
险，室内避险尽量选择小开间
的房间，室外避险应避开危险
建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余小红 实习记者 吴林格

记者获悉，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近期发布关于全员核酸检测期间加强
人员车辆通行管理的通知，具体包括以下举措——

全员核酸检测期间

小区如何管理？人车如何通行？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群众地震避险工作

全员核酸检测期间
加强人员车辆通行管理

已经打包好的药品

明超绿色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