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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动物园开园了！
快来看新生豚鹿的“美背”

熊猫基地今起恢复对外开放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攻坚战
要闻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众志
成城 03

9月20日，记者从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含都江堰
野放繁育研究中心——熊猫
谷）经过全面清洁消杀、环境检
测合格后，将于9月21日起恢复
对外开放。

为给游客带来更安全、舒心
的游览环境，熊猫基地专门邀请
专业医疗机构对包括博物馆、游
客中心、魅力剧场、礼品店在内

的8个场所25个点位进行了环境
采样，确保园区内不存在任何隐
患。经过检测，熊猫基地园区各
点位环境样本均呈阴性，符合安
全开园的各项指标要求。

值得期待的是2022级新生
大熊猫幼仔，多日不见的它们
现在都长大了许多，不少熊猫
宝宝已经戴上了“墨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林聪

9月19日零时起，成都全市
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成都
动物园也随即开园。记者获
悉，这次开园，成都动物园还
迎来了一个新生命，那就是9
月2日出生的豚鹿宝宝。成都
动物园动管部主管杨小仪介
绍说，刚出生的豚鹿背上会有
好看的花纹，这个花纹差不多
一个月之后就会逐渐消失。所
以，想看豚鹿“美背”的朋友们
可要抓紧时间了。而三只去年
出生的东北虎，如今个头已经
跟虎妈妈差不多了。

动物园里，随着饲养员的
吆喝，河马妈妈和小河马缓
缓浮出水面，朝草堆走去。与
河马母子相比，东北虎母子
就没那么“从容”了。3只小虎
和母亲一起，从舍内奔向室
外运动场，直接朝饲养员准
备的麻布袋和鸡爪而去。很
快，布袋就被扯出一个大洞。

而在豚鹿群里，一只9月2
日刚出生的小宝宝特别引人
注目。相比其它豚鹿黄灰色的
背部，小豚鹿的后背有一道黑

色的背毛，背毛两侧有雪花一
般的白色圆点。“豚鹿在我国
野外已经灭绝，国内最大人工
种群就在成都动物园。在这
里，大家可以看到豚鹿大大小
小一家。”杨小仪说，豚鹿宝宝
后背的“风景线”大约在其出
生一个月后消失，“大家要抓
紧时间，不然就错过了。”

据介绍，为保证有序、安
全地开园迎客，成都动物园
每日采取“实名购票、每日限
流”的模式进行客流管控和
限制，每日园内滞留人数最
高限制为30000人，瞬时游客
量达到此上限时，将暂停检
票入园，待游客量下降后重
启检票。

同时，园方将对游客开展
入园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查验
工作，游客入园需持72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为

“黄码”“红码”或无行程卡或
体温测量异常者（超过37.3℃），
谢绝入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林聪 摄影报道

豚鹿宝宝背上可以看到白色的斑点

记者20日从成都餐饮同业公会
获悉，为进一步做好餐饮企业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保障城市
民生需求，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现结
合行业实际，该公会制定《成都市餐
饮企业有序开放堂食工作指引》（以
下简称《指引》）。

其中明确了有序开放堂食的五
大基本条件，一是全面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二
是切实做好经营场所的全面消杀工
作，做好设备设施、餐用具等彻底的
清洗消毒。三是确保口罩、洗手液、
消毒剂和测温仪等疫情防控物资配
备到位。四是对库存食品、原辅材料
等进行清查，坚决不允许使用过期、
变质食品原料。五是做好员工健康
监测等。

《指引》还提到，有序开放堂食
要符合多项管理要求。

（一）加强人员管理。餐饮门店
应设置防疫员，督促员工和消费者
落实防疫措施。员工原则上应完成新
冠疫苗全程接种或加强免疫接种，持
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方可上岗，直接
接触顾客的应佩戴N95或KN95口
罩，保持手部清洁，及时消毒。

（二）严格进门查验。做到逢进
必扫、不漏一人。每一名进店顾客均
应测温、亮码、扫码，规范佩戴口罩、
体温正常、持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人员方可进入餐厅。外卖人员进
入取餐餐厅也要测温、亮码、扫码，
佩戴N95或KN95口罩。

（三）严格控制人流密度。按不
超过餐厅70%核定容量控制就餐人

数。在店内外候餐区、取餐区、结账
区等人员易聚集区域划设“一米
线”，保持合理就餐间距，提倡隔桌
隔位就坐、预约就餐、叫号等候、非
接触式点餐、结账、打包外卖。提倡
分餐制，落实公筷公勺制。

（四）严格控制聚集性活动。各
餐饮企业不承接大型宴席活动。

（五）保持门店环境清洁，按规定
消杀。保持就餐场所通风，加强室内空
气流动。通风换气每日至少3次，每次
至少30分钟；保持餐饮器具设施卫生
清洁，每次翻台后对餐桌进行消毒；公
用洗手间要配备足够的洗手液，每日
清洁消毒不少于3次；电梯按钮、开关、
扶梯扶手、门把手、水龙头等高频接触
表面至少每2小时消毒一次。

（六）严格落实《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要求。严格执行进口
冷链食品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七）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及时
收集并清运，废弃口罩应设置专门
垃圾桶。每天对垃圾存放设施进行
清洁消毒。

（八）各餐饮企业张贴《成都市餐
饮单位疫情防控流程图》，餐饮企业经
营者及从业人员要严格按流程操作。

成都餐饮同业公会表示，各餐饮
企业要落实好疫情防控四方责任，做
到“解封不解防”。餐饮企业法人代表
和经营者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严格压紧压实餐饮场所的疫情防
控工作。制定防疫工作计划，建立防
控工作小组和疫情防控机制，明确
岗位负责人及其相应职责，制定疫
情防控应急预案和工作措施。

成都市餐饮单位疫情防控流程图

堂食，这样有序开放
成都餐饮同业公会发布工作指引

“好吃”的成都回来了！9
月19日，美团平台数据显示，
成都的到店餐饮线上交易额
周环比增长331%。

在锦江区春熙路附近，马
路上的机动车、外卖车、自行
车川流不息，仿佛一脉脉新生
的血液，为城市输送着活力。
博物馆、电影院等公共娱乐场
所陆续开业，在完成测量体
温、查验核酸报告、扫场所码
后即可入内。

沉寂了两周多的大街小

巷，在一片烟火气中渐渐苏
醒……

记者走访发现，19日当
天，多家餐饮门店按照防疫要
求，严把“入门关”，有些门店
的门外排起了等候就餐的队
伍。美团数据显示，堂食恢复
首日，火锅成为成都市民堂食
首选，川菜、日料也备受青睐。

“今天中午接待了大概20
桌客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小小的惊喜。”谭鸭血太古里
店颜经理说，“疫情之后，大家

好像更宽容了，如果哪一样菜
售完了，或者上菜慢一点，客
人们都能理解。”

“堂食开放，最想吃的就
是火锅，终于可以和朋友聚在
一起大快朵颐。”市民王女士
在得知吼堂9月19日恢复堂食
后，立刻前来打卡。到达时，门
口已经排起队来。记者打开大
众点评查看，截至18时10分，
已有44桌排队等位。

精致餐饮消费也在稳步
回暖。截至目前，成都已有银

芭、子非、翠玲珑CUI等15家黑
珍珠餐厅按照政府要求，完成
消杀防疫等工作，并在19日相
继开始迎客。“十一”假期临
近，不少黑珍珠餐厅已经开始
接到国庆假期订座的预订单。

此外，预约自提等新经营
模式也在走热，成都已有近
800家餐厅通过美团上线提供
到店自提服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邹悦 林聪 实习生 张芷
旖 摄影报道

恢复堂食首日
成都“好吃嘴”到店消费
环比上周增长331%

对来（返）川人员要求

在继续落实对有中、高风
险区旅居史人员管理措施的基
础上，分以下层次开展对外省
来（返）川人员的排查管控。

1.对近7日内有西藏自治
区旅居史的来（返）川人员，需
持有近5日内3次（每次间隔24
小时及以上）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且最后一次核酸采样时间
在24小时内的，方可入川。自抵
川当日起实施7天集中隔离，第
1、2、3、5、7天进行咽拭子核酸
检测，第7天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出具后，方可解除隔离管
控。各地要严格落实“首站负
责制”，抵川时闭环转运至集
中隔离点。

2.对近7日内有青海省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及玉树藏
族自治州旅居史的来（返）川人
员，自抵川当日起实施7天集中
隔离。各地要严格落实“首站负
责制”，抵川时闭环转运至集中
隔离点。

3.对近7日内有海南省万
宁市旅居史的来（返）川人员，
自抵川当日起实施5天居家隔
离（如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或
不接受同住人员共同实施居家
隔离管控的，实施5天集中隔
离）。未完成5天居家隔离的，补
齐5天居家隔离。居家隔离期
间，足不出户，上门采核酸。

4.对近7日内有天津市河
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
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
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
除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及玉
树藏族自治州以外的地区，贵
州省贵阳市、遵义市、毕节市旅

居史的来（返）川人员，自抵川
当日起实施3天居家隔离（如
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或不接
受同住人员共同实施居家隔
离 管 控 的 ，实 施 3 天 集 中 隔
离）。居家隔离期间，足不出
户，上门采核酸。

5、其他来（返）川人员，严
格落实“入川即检”（即核酸3天
3检）。

对省内跨市（州）流动
人员要求

1.对近7日内有内江市、宜
宾市、遂宁市旅居史的跨市
（州）流动人员，自抵达之日起
实施5天居家隔离，第1、2、3、5
日，完成4次核酸检测，第5日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出具后，方
可解除隔离（如不具备居家隔
离条件，或不接受同住人员共
同实施居家隔离管控的，实施
5天集中隔离）。9月16日以来，
抵达各市（州）未完成5天居家
隔离的，补齐5天居家隔离。居
家隔离期间，足不出户，上门
采核酸。

2.对近7日内有成都市旅
居史的跨市（州）流动人员，需
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自抵达之日起实施3天3次
核酸检测（每次间隔24小时及
以上）；第1次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出具后，可有序出行，但不得
前往人员聚集、空间密闭的重
点公共场所，避免参加聚集性
活动。

3.对有中、高风险区的市
（州）人员确需跨市（州）流动，
应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以出具报告时间为准）。

（四川疾控）

四川疾控发布健康提示：

对省内跨市（州）流动人员
有最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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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药店买药，要提供核酸报告
吗？对各类药品的销售是否有要求？
自9月19日零时起，成都全市有序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继续加强常态化疫
情防控。9月19日，记者从成都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该局已出台《市场监管
领域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零售
药店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指引》（以
下简称《指引》）明确了压紧压实零售
药店从业人员内部防控、“一扫一测
三查验”及风险人员报告等常态化疫
情防控各方责任，切实发挥零售药店
疫情防控监测作用。

根据《指引》要求，零售药店入口

应设置专门检查岗位，对所有到店人
员执行“一扫一测三查验”，即扫场所
码，测体温，查验健康码、查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行程卡。发热
（体温≥37.3℃）、健康码和行程卡异
常等风险人员不得进入店内，零售药
店应立即报社区，待社区排查后反馈
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发热（体温
≥37.3℃）人员，应指引其前往设有
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并填写

《发热人员指引就诊记录》。
对于各类药品的销售是否有要

求？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零售药店
销售“感冒及四类药品”实施分级分
区管控。常态化防控区销售“感冒及

四类药品”无需登记。低风险区零售
药店销售“感冒及四类药品”应实名
登记，由实名登记等信息化系统将信
息推送辖区街道（社区）管理，及时督
促用药者开展核酸检测，必要时可先
开展一次抗原检测。中、高风险地区零
售药店暂停销售“感冒及四类药品”。

值得一提的是，药品网络交易
第三方平台（含企业自建平台）不得
向风险区域销售配送“感冒及四类
药品”。

此外，《指引》对于零售药店的从
业人员和环境消杀也有严格要求。零
售药店根据员工动态变化情况，及时
通过实名登记系统如实更新从业人

员信息，同一从业人员不得在多个零
售药店注册填报。从业人员须每日做
好健康监测，做好轨迹自查处置，持
48小时内（出现本土疫情后24小时）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岗，全程规范佩
戴医用外科口罩及以上级别口罩、穿
工作服，与可疑症状患者接触时佩戴
N95防护口罩。

零售药店应对门店公共区域物
品表面、医疗仪器、设施等潜在污染
对象进行定期消毒。每天至少在营业
前和结束后各消毒一次，可根据客流
量情况适当增加消毒次数，应保持空
气流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零售药店销售“感冒及四类药品”分级分区管控
低风险区应实名登记

“好久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