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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大考里的为民初心防疫大考里的为民初心：：
保住民生民心 就是保住城市

■ 保住民生就是保住民心，
保住民心就是保住城市。让该
管的管起来、该慢的慢下来、
该停的停下来、该保的保到
位，才能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
社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
影响。这场抗疫硬仗背后，是
一座城市的为民初心。

作为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制造
部部长，钟明从9月1日起就住在了工厂。和他一
起的，还有680名同事。闭环状态下，天兴山田达
到几乎满产的状态，保证订单稳定。

工业生产关系国计民生，不能简单“一封了
之”。这种方式又被称为“防疫泡泡”——工厂就
像一个个泡泡，员工住在里面，既避免了流动，又
可以继续完成生产任务。

成都市经信局数据显示，9月14日，成都闭环
生产企业已有1.48万家，75万名员工以厂为家、
抗疫保供，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65%。

除了严格闭环企业的人员、物资、安全管理，
成都积极推广“定点物流”“共享员工”“共享宿
舍”等模式，做好闭环生产中的人员轮换、物流运
输和生活保障，提供上门核酸检测。

比如，封闭期间，天兴山田对接相关政府部
门，实现产业链物资跨区域互联，每日有4~5车产

品从天兴山田发到省外，保证下游厂商的供应
——要知道，作为汽车产业链关键零部件生产厂
商，天兴山田既需要上游原材料的供应保证来维
持生产，还要确保产品能运送到沿海车厂手中，

“对产业来讲，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
航空货运、铁路运输也在疫情中保持“在线”。

9月8日，成都双流—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恢复执飞。
前一天，一列中欧班列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出发。

此外，还有一大批重大建设项目按下复工
“快进键”，新的项目也开启入蓉“进行时”。作为
新都现代交通产业功能区的四期项目之一，航空
科创中心已经复工，预计10月可完成地下室顶板
封顶，并确保明年3月实现项目主体封顶。“近段
时间，我们一直在进行招商项目的对接。”成都东
部新区航空和口岸经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该局面向世界500强和行业细分领域龙头
企业拟定了目标企业招引名单，并先后赴京津

冀、长三角、大湾区等地区进行上门招商。
在这背后，城市所做的努力体现在每个细

节。为保证油气供应，成都市经信局组织中石
油、中石化启动供应保障应急预案，建立便利店
商品分层级预警机制，在全市重点加油站、加气
站为防疫应急、重要民生车辆开辟“随到随加、
优先保供”的绿色保供通道；为解决闭环员工住
宿问题，相关部门组织采购折叠床、帐篷、床垫
等；自9月1日起，成都市相关部门组建了27个服
务专班，为企业协调解决通行证办理、上门核酸
检测、供应链保障、员工后勤服务等事务400多
项，推动“防疫泡泡”落地落实……

9月19日，当夜幕降临，成都金融城双子塔缓
缓被点亮，熟悉的成都又回来了！许多市民在朋
友圈分享这一刻。这份喜悦背后，正是一座超大
城市的初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钟茜妮 邹悦 本报资料图片

早上5点醒来，已成陈志鸿每日的习惯。作为
核酸采集员，过去半个多月里，陈志鸿每天早上7
点就开始工作，最长一天工作超过10小时。由于
采集量大，每次采集核酸后都要用手消液消毒一
遍又一遍，“到最后双手都僵硬麻木了”。

此次奥密克戎变异株隐匿性传染力强，让防
控难度超越以往。疫情之初，成都就明确，要“快
排快追快管斩断链，笃细笃深笃实管住面”。

以上的快排快追，皆为了快管。这一次，成都
在疫情防控中探索出自己的模式。比如，根据实
际情况，率先以街道为单位实施管控，分步分类
划定了风险管控“包围圈”。且看一组时间线——

8月25日，锦江区报告一起聚集性疫情，成都
迅速排查相关风险人员，强化风险人员闭环转运

和隔离管控。
8月26日，锦江区涉疫街道率先实施管控措施。
8月31日起，高新区宣布关闭写字楼三天，非

高、中风险区居民非必要不外出。
随着疫情快速传播，成都没有犹豫，又果断

加大社会面管控力度。9月1日，成都实施“全员核
酸检测、居民原则居家”管理要求，尤其是9月6日
发布社会面清零攻坚行动通告后，进一步减少人
员流动聚集，有效降低疫情扩散风险。此外，成都
的防控措施也在不断缩紧，有效控制人员、车辆
流动，方便调整核酸检测时间和频次。

成效也清晰可见：经多轮核酸筛查，检出阳性
感染者人数逐步下降，疫情处置取得阶段性成效。

随后，成都又创新性地实施分级分层、分区

分类管理，逐步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在管得
住的情况下，加快城市复工复产步伐。

9月5日起，成都市以区（市）县为单位，实行
分级分层管理，连续7天无社会面新增病例的16
个区（市）县逐步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而针对最核心的“5+1”主城区，成都进一步
实行了分区分级管理，以街道为单位，制定细化
方案，实施管控和放开措施。9月15日12时起，除
高新、青羊、金牛、武侯、成华的17个街道外，“5+
1”区域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直到9月19
日零时起，成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从一个个街道封控，再到一个个区域解封；
从全体原则居家，再到全市有序恢复，应对可谓
既快又准。

居家模式，并没有影响成都人的中秋节。
中秋节早上9点，益民菜市长春店开门迎客，

不少人把外出的2小时攒到了当天，预备做一顿
丰盛的团圆饭。此外，流动菜市也拉着新鲜的时
令蔬菜和肉蛋粮油，早早在小区门口等候。

自9月1日以来，成都人的“菜篮子”一直是满
满的：三大农贸批发市场、31家市级重点保供企
业，稳定供给成都市民的每天所需。此外，餐饮外
卖也没有缺位——哪怕只能提供外送服务，成都
某知名烤鱼店每天也能卖出超5000条鱼。

针对封控小区，成都市商务局还组织22家保
供企业，通过“社区安心购”方式进行团购团送。

“冰箱里只囤了对成都的信任”，从一开始的玩

笑，成为了现实。全市公交地铁没停、餐饮外卖没
停、商超菜市没停，给了市民满满的安全感。

除了能“买”，在过去的十几天里，路也能“行”。
9月2日凌晨2点，双流区出管所接到反映，东

升街道有重点小区、重点人员核酸检测紧急任务，
社会车辆出行受限。早上8点，37辆出租车从不同
地方均按时到达指定地点。

针对出行问题，市民原则居家后，成都调整
公交、地铁运营频次，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工作人员凭电子通行证、工作证
或单位证明以及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可出入
小区；确有特殊需要的市民，凭24小时核酸阴性
证明可乘坐公共交通，出租车、共享单车不停运。

细节之处还有暖心。
9月5日，杨女士在四川天府新区人民医院顺

利分娩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从拨打120到平安分
娩，这位来自高风险区的孕妇，仅用了12个小时。

疫情期间，成都还涌现出了“就医群”“购药
群”“孕妇群”……这背后，是对独居老人、残疾人、
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的特殊关照。而对那些有外出
就医和其他特殊需求的居民，成都开辟了“绿色通
道”，只要经居住地社区同意，就可以出入小区。

暖人心，才能聚人心。保住老百姓的“菜篮
子”、保住保供车辆的畅通、保住特殊人群的特殊
需求，才能保住“民生”与“民心”，这也是成都众
志成城战胜疫情最坚强的后盾。

特殊状态下，总有种种烦恼与问题，这时候，
人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做出同一个动作：拿起电
话，拨打12345热线。

疫情中，成都利用12345热线等渠道，及时收
集、快速回应市民诉求、梳理群众意见，及时有效
回应热点关切，全方位解决群众诉求、疏导群众
情绪。从8月25日至9月19日0时，成都12345热线
平台共受理涉及疫情来电来信158.79万件，当场
解答140.16万件，当场解答率88.27%；转办18.63
万件，办结率98.01%。

时间回到9月6日上午，12345热线平台专班组
建工作专题会议召开。“专班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使
12345热线和网络舆情办理工作得到进一步提级、

提速、提质。”成都市网络理政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其实打破了12345热线原有的处理流程。

过去12345热线接到群众诉求，需经市网络理政
办分派给相关区（市）县政府，再分派给相关部门
或街道，通常24小时内回复群众。但24小时在疫
情下显得太过漫长，必要时专班的一个电话能直
接打给区长，“确保急难愁盼问题能尽快处理，典
型问题能及时解决。”

同时，对群众诉求是不是真的得到解决，专
班形成闭环工作机制，有专人复核、专班回访。经
回访未办理事项，由专班人员督促办理单位加快
协调，一时不能解决的，由“片长”主持相关部门
会商、现场督导。

针对疫情防控中的问题，成都认真听取网友
声音，对共性问题，每日进行热点答疑，并迅速应
对解决；对个性问题迅速回应办理。例如，有市民
反映部分区域间存在封路、设卡等禁止跨区通行
问题，导致参与防疫、配送外卖、地铁交通等工作
人员正常上班回家受到影响。成都及时对政策纠
偏补漏，随后明确要求区市县和相关职能部门正
确理解“非必要不跨区出行”的要求，不得限制

“白名单”保供人员和公共服务人员，特别是医护
人员的跨区出行。

疫情防控是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护佑每一
个生命。意识到“人民至上”，才会懂得为何会把
群众的事当成“天大的事”。

■ 在与奥密克
戎变异株交锋了
20多天后，烟火
成都归来了。

■ 9月18日下午，
成都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发布通
告，自2022年9月
19日零时起成都
市有序恢复生产
生活秩序。

■ 面对这场自
2020年以来成都
遭遇的冲击最大、
防控难度最高、最
为严峻复杂的疫情
考验，“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始终是
关键词。

■ 作为人口逾2000万的
超大城市，即使在全面加
强社会面管控期间，成都
的居民依然能出门买到新
鲜的蔬菜，病人能走出小
区到医院就诊，“防疫泡
泡”内重点工厂的设备还
在运转……

分级分层、分区分类，快排快追快管斩断链该管的管起来 /

“三不停”暖了人心，聚起人心该保的保到位 /

“提速处置专班”背后的用心用情158.79万件涉疫来电来信 /

“防疫泡泡”里1.48万家企业闭环生产经济要稳住 /

志愿者、网格员通知居民下楼做核酸 市民井然有序地做核酸检测

进入 9 月以来，受新冠肺炎
疫情和“9·5”泸定地震影响，导致
成都、内江、宜宾、南充、雅安、甘
孜等多地群众无法正常办理车驾
管业务。9月21日，记者从四川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为切实满
足疫情防控和震区灾后重建期间
人民群众办理车驾管业务需要，
报经公安部交管局批准，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在全省范围内采取7
项举措，全力服务灾后重建和疫
情防控工作。

1.“容缺办”

对灾区群众暂时无法到医疗
机构办理身体条件证明的，实行
驾驶证期满换证容缺办理，允许
先予办理驾驶证换证，申请人事
后补交身体条件证明。对实行驾
驶证期满换证“容缺办”的，已开
通互联网服务平台容缺办理功
能，方便群众网上办理换证业务。

2.“延期办”

自9月9日起，四川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在全省范围内，对机动车
逾期未检验、驾驶证逾期未换证、未
审验等12项业务延长3个月办理期
限，最大限度确保群众生产生活不
受影响。同时，对互联网交通安全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已预选号牌号
码到有效期和学习驾驶证明有效
期，一并予以延长3个月，保证正
常办理车辆登记、学习驾驶技能。

3.“上门办”

为方便灾区群众驾考业务办
理，按照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统一
安排部署，推出公安交警业务上
门办，为灾区群众提供车驾管服

务现场办，减少出行，切实解决地
震灾区群众路途远、来回跑、交通
不便等实际问题。

4.“异地办”

对受地震灾害影响，当地公
安交管部门车管所确实无法正常
开展业务的，公安交管部门将引
导群众异地办，切实解决地震灾
区群众所急之难。

5.“网上办”

“公安交管 12123”手机 App
是办理车驾管业务的官方渠道。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将引导群众通
过互联网，足不出户在网上申请
办理补换领牌证（驾驶证、行驶
证、号牌）业务，办理完成后可选
择邮寄送达。

6.“延时办”

在全省公安交警车管服务大
厅全面实行延时服务、周六周日服
务等针对性措施，避免出现人员集
中、业务积压等问题，当日受理的业
务当日办理完毕，最大程度减少群
众等待时间和往返车管所次数。

7.“就近办”

持续开展警保、警银、警邮医
便民服务，利用社会资源扩大车
驾管窗口布点，为驾驶证、行驶证
补换证等简单业务提供“一站式”
便利服务，方便群众就近办；加大
业务下放力度，不断推进机动车
登记服务站布局，强化窗口延伸，
提供机动车注册、转让登记等服
务，形成车驾管业务多点可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实习记者 闫晓峰

9 月 21 日，记者从四川省水
利厅获悉，截至9月20日，四川全
省20座控制性水电站回蓄66亿
立方米，完成蓄水任务的51%，需
蓄水量达64亿立方米，其中主要
负荷区（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
的8座控制性水电站需蓄水量达
40亿立方米，比多年同期偏多近
40%。与此同时，预计9月下旬至
11月，四川省各主要江河来水仍
然以偏少为主，今年蓄水保供形
势不容乐观。

9 月 20 日，为确保今冬明春
电力和用水供应稳定安全，四川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召开全省
控制性水电站蓄水保供专题视频
会议，水利厅统筹经济和信息化
厅、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等全力
做好蓄水保供工作。

据了解，根据测算，按照用电
增速 10%（近 4 年平均增速），四
川省今冬明春枯水期（2022年12
月-2023年4月）网供用电量将达
到1270亿千瓦时，用电量将同比
增加 116 亿千瓦时。一方面来水
量偏少，另一方面用电量却大增。
据经信部门测算，若考虑来水不
足、水库蓄水不够、电煤燃气不
足，留川电量和外购电量难以保
障等不利因素叠加，四川省电力

供应或出现10%-30%的缺口，迎
峰度冬电力保供形势较严峻。

作为省内水资源调度的主
管部门和牵头单位，四川省水利
厅在8月中旬就组织控制性水电
站管理单位制定“一库一策”蓄水
方案，充分考虑来水最少、蓄水最
不利等情况，逐库细化落实蓄水
时机、任务、进度和保障措施；并
将全省 20 座控制性水电水库的
130亿立方米蓄水任务按旬分解
为7个阶段，逐旬、逐段明确蓄水
目标，做到“一库一方案、一库一
策略”。

除了水利部门，蓄水保供工
作还涉及多个行业领域和主管部
门。四川通过深化运用“大水调”
机制，加强水利、经信、气象、国网
四川公司、水电站管理单位等跨
单位信息互通，协同建立“煤电油
气水”调度机制；同时，发电企业
要依法依规，坚持“电调服从水
调”原则，坚决执行蓄水计划，科
学安排发电顺序，为控制性水电
站蓄水留足空间。下一步，四川省
水利厅还将持续加强跟踪督查，
适时通报调度指令和蓄水计划执
行较差的单位，全力以赴完成蓄
水保供目标任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最“6”手机号 15666666666，
即将在10月10日开启第一次拍
卖，起拍价为 1366 万元。9 月 21
日，记者从阿里拍卖平台了解到，
这个手机号包含了9个6。号码里
还有38万余元话费，但不包含在
拍卖价中。

记 者 看 到 ，手 机 号 码
15666666666即将在10月10日上
午10点开启第一次拍卖，起拍价
为 1366 万元，每次加价幅度为 5
万元或其整倍数。该号码运营商
为中国联通，归属地为山东济南，
无保底，可以转网，可以过户，能
够正常使用。

因为传统上中国人对数字6存
在偏爱，这个号码吸引了很多网友
关注。截至记者21日中午12点发稿
时止，阿里拍卖的相关页面显示，网
友报名数为0，但已有“50580次围

观”“1534人设置提醒”。
值得注意的是，在竞买公告

的详情介绍里，该号码还有话费
余额38万余元，但不包含在本次
拍卖成交价中。也就是说，竞买人
拍下后，这个38万余元话费余额
需单独支出。

随后，记者联系上委托拍卖
方湖南某公司。该公司工作人员
表示，不便透露原号主的个人信
息，所有拍卖信息以公告为准。

手机靓号拍卖并不鲜见，记
者搜索发现，阿里拍卖平台有不
少特殊手机号进行拍卖。8 月 24
日 ，5 个 8 的 手 机 号（131***
88888）以 22 万元起拍。7 个 3 的
手机号（1733*3*3333）将于 9 月
22日以2.8万元起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实习生 杨薇

筑牢蓄水保供安全底线
四川给全省20座控制性水电站下“硬任务”

驾驶证换证可延期3个月
四川公安交警推出7项车驾管业务便民举措

最“6”手机号将于10月10日第一次拍卖
起拍价1366万元

9月初紫坪铺水库的蓄水情况 紫坪铺水库调度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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