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上“文化大餐”节目预告（11月2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活动名称

“云舞心动”创编跳——抗疫舞蹈主题创作作
品展播

优秀剧目展演

线上太极拳、健身气功教学活动

云上艺术普及

每日荐书

重庆作家优秀作品展

“承匠心·送技能”线上展播教学活动

居家抗疫、运动不停

活动时间

10:00

10:30

10:00

12:00

14:00

10:00

15: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00

14:30

16:00

15:00

活动内容

《归来》

《请战》

话剧《幸存者》

话剧《幸存者》、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两场连播

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

《健身气功·八段锦》

《太极拳陈式五十六式》

“艺”心抗疫、相约云端——第二十届重庆市美术
书法摄影联展鉴赏

《经典戏剧作品赏析》

《汉唐古典舞》

《画家学习书法》

索南才让小说集《巡山队》

李元胜散文《借得此身无归意》

《岩骨花香岩茶介绍与冲泡》

美食直播《中式面点——麻圆的制作》

健身体能训练直播

参与方式

关注“重庆市舞蹈家协会”微信公众号

关注“新重庆”抖音号、“华龙网”微信视频
号、“新重庆”客户端、第1眼App

关注“重庆日报”抖音号、“重庆日报”微信
视频号

关注“新重庆”抖音号、“华龙网”微信视频
号、“新重庆”客户端

关注“重庆市武术协会”抖音号

关注“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微信公众号

关注重庆作家网

关注“荟茗文化”微信公众号、“荟茗茶艺”
微信视频号

关注“长江职校”微信视频号

抖音搜索“凯健体育”

序号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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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活动名称

“音”你而来“乐”起抗疫——云端大家唱

历史文化大讲堂

居家健身展示大赛

“艺”起战疫、共克时艰——重庆市主题书法
网络展

“精品有约”——优秀剧目展播

第九届重庆青年电影展线上展映

“疫路”展览

云端文艺讲坛——民间文艺基础教学视频
展播

“艺”起抗疫、共克时艰——摄影作品展

“艺”起战疫、共克时艰——优秀作品展播

“艺”起战疫、共克时艰——优秀作品展播

云端文艺讲坛——书法教学视频

云端文艺讲坛——民间文艺基础教学视频

云端文艺讲坛——古诗词艺术歌曲鉴赏

云端文艺讲坛——优秀文艺作品鉴赏

“艺”起战疫、共克时艰——优秀作品展播

“音”你而来“乐”起抗疫——云中乐舞健身操

“音”你而来“乐”起抗疫——专家系列讲座

活动时间

16:00

19:30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活动内容

云端直播大家唱

《刘子如和江竹筠的故事》

上传视频、互动竞答、在线跟练等

“艺”起战疫、共克时艰——重庆市主题书法网
络展

话剧《幸存者》

优秀影视作品展播

《向抗击病毒最可爱的人致敬》专题展

剪纸《葫芦》《蝴蝶》《虎头》《兔娃》

优秀摄影作品展示

音乐剧《毕业生》

京剧《双阳公主》

芭蕾舞《春暖花开》

《雁塔圣教序》

广场舞《踩花山》

《红豆词》诗词解读

中国汉唐古典舞

魔术《仙豆》

MV《盼》

洗衣歌、居家歌等原创歌曲健身操

声乐、器乐等音乐知识讲座

参与方式

关注“广大大”抖音号

关注“重庆老街”微信公众号

关注“重庆社体”微信公众号

登录重庆市书法家协会网站

关注重庆有线电视互动点播平台

关注“重庆青年电影展”微信公众号

关注“重庆图书馆”微信订阅号

关注“重庆文艺”微信视频号

关注“重庆市摄影家协会”微信公众号

关注“重庆文艺”微信公众号

关注“重庆文艺”微信公众号

关注“重庆市音乐家协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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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章德庆
美编 丁 龙

你 问 我 答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 26
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第150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健
康委副主任李畔介绍，中心城区各区的
疫情走势呈现明显的分化特征，2960
个高风险区将绝大多数新发感染者围
在了重点区域，需要进一步突出重点区
和重点区域，结合实际分类施策，集中
优势力量攻坚，优化调整其他区域防控
措施。

现有103个镇街、1304个村
（社区）实现社会面清零

李畔通报称，11月26日0—18时，
重庆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5例，新增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520例。

11月25日，我市报告新增感染者
7659例（不含由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
病例的62例），较24日增长1281例，反
弹至23日的水平，仍处于高位，波动幅
度较大，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就中心城区而言，11个区共报告
新增感染者6488例，其中社会面发现
感染者602人，占比9.3%，连续4天低
于10%；沙坪坝区、高新区、巴南区等
8个区社会面发现感染者占比均低于
5%。据初步统计，现有103个镇街、
1304个村（社区）实现了社会面清零，
同时，“无疫小区”“无疫社区”的范围
也在不断扩大，中心城区社会面清零
攻坚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同时，
也要注意到，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
日新增超过1000例，九龙坡区、渝北
区日新增超过700例，合计占中心城
区总数的83%，江北区、渝中区、大渡
口区社会面发现感染者占比仍在10%
以上。

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县，25日共报
告新增感染者1171例，较24日增加
104例，全市占比15.3%；社会面发现
感染者142例，占比12.1%，较24日下

降10个百分点。其中，梁平区单日新
增 607 例，社会面报告 111 例，占比
18.3%，仍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垫江县、
秀山县、巫溪县单日新增均在70例以
上，仍处于发展期；其他涉疫区县共报
告社会面感染者22例，疫情总体平稳。

寸滩方舱创建清单管理模
式，为患者提供医疗救治服务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主任医师赵晓东对该院负责的寸滩方
舱医院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赵晓东
说，寸滩方舱共有8个区、67个舱、两
万余张床位。其中，A4区目前已开放
1000张床位，收治患者926名。

在方舱人员配备上，医疗队员来自
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老年
科、全科医学科等科室，以及在新冠肺
炎防治中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中医团
队。

在舱内，医院建立了班内小组长、
队内组长、医院三级质控体系及全面普
查、重点巡查、效果追查的“三查”评估
机制，确保舱内患者安全。“全面普查”
指的是护士严格规范落实每日生命体
征监测、分级护理制度；“重点巡查”是
指强化对患者基础疾病的评估、心理问
题的筛查、儿童及老年患者的重点关
注；“效果追查”是指做好班班交接、医
护交接并做好追踪管理，保障重点患者
医疗安全。

“我们创建了清单管理模式，制定
方舱护理各岗位重点任务清单，确保各
岗位医护人员落实岗位职责；制定一体
化的舱内护士交班及护理记录单，并运
用色块管理法，重点交接突出显示、一
般交接不会遗漏，确保交接班制度落
实。”赵晓东说。

在救治机制方面，方舱医院收治的
主要是新冠轻症患者以及无症状感染
者。对于无症状感染者主要是进行医
学观察，轻症患者主要是对症治疗。方
舱有良好的健康监护体系，如果有病情
变化的患者，也能快速有序地转运到定
点医院救治。

同时，方舱医院的其他区还有湖南

省、福建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具
有非常丰富的新冠救治经验的医疗团
队的加入和支持。

全市780万人已领取养老待
遇，11万人已领取失业保险待遇

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
谢辛介绍，目前已完成全市近780万名
领取养老待遇人员和近11万名领取失
业保险待遇人员11月份的待遇发放工
作，12月的待遇发放也在准备中。

对参保证明打印、社保信息查询、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养老待遇资格认证
等72项高频社保业务，参保人可以通
过“渝快办”、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官方平
台等线上渠道进行办理。

谢辛介绍，参保失业人员可通过
“重庆人社”App、“重庆就业”微信公
众号线上方式，直接申领失业保险金、
失业补助金。

领取养老待遇人员需要及时关注
自己的待遇领取资格认证情况，可以通
过“重庆人社”App查询资格认证结
果。因疫情原因，线下认证渠道受到一
定影响，市人力社保局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通过比对分析，实现了大部分人员
的领待资格认证。对少数无法通过大
数据认证的领待人员，可通过“重庆人
社”App等线上渠道办理资格认证，以
免影响待遇发放。对使用智能手机不
方便的老人，家人还可以通过“重庆人
社”App的“长辈服务专区”绑定亲情
号，协助老人认证。

疫情期间能享受哪些失业保
险政策和待遇？

疫情期间，我市参保单位和职工能
享受哪些失业保险政策和待遇？谢辛
介绍，对个人来说，按照国家和我市的
有关规定，参保职工及其所在单位依法
参保并按时足额缴费满1年以上，在法
定劳动年龄段内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
业，其失业后可享受1680元/月、最长
不超过24个月的失业保险金，领金期

间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
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代缴。

对2022年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
未实现就业的参保失业人员，或不符合
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
其失业后可享受200元/月、最长不超
过6个月的失业补助金。他举例说：小
李于2022年 1月开始享受失业保险
金，领金期限为3个月；2022年4月以
后，如果小李还未实现就业，就可申领
失业补助金。又如，小张于2022年3
月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依法参加
失业保险并缴费到6月；2022年7月，
小张因个人原因辞职，由于其缴费年限
不足1年，又是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这时小张
就可申领失业补助金。

对于用工单位来说，企业招用
2020年7月以后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或2022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依法签
订劳动合同并参保，可享受1000元/人
的一次性扩岗补助，但这个政策与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不重复享受。

谢辛说，2021年依法参加失业保
险并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各类
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
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
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2021年度参保
人数未减少或减少率符合条件的，可

“免申即享”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
企业、中小微企业返还标准分别为其
2021年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和60%。

需要注意的是，为向企业和群众提
供更为优质便捷的社保服务，按照国家
和我市社会保险信息化建设的计划安
排，11月25日18时至12月2日9时，
我市对社保业务系统进行停机升级切
换，部分社保业务暂停线上办理。在此
期间无法完成线上办理的市民也不要
担心，全市各级人社业务经办机构将根
据疫情防控形势，适时线下受理城镇各
项社会保险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提交
的申报材料，待系统恢复后及时予以办
理。系统停机升级切换过程当中，我市
已对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
社会保险待遇正常发放作出了妥善安
排，不受系统停机影响。

中心城区各区疫情呈现明显分化特征
需要进一步突出重点区和重点区域分类施策

□杨璐蔓

连日来，重庆有数十万名
志愿者走上“疫”线，用“志愿
红”守护群众的“健康绿”，筑起
了疫情防控的坚实防线。呵护
这些“志愿红”，为这些志愿者
做好必要的服务保障，这也是
打赢疫情歼灭战的应有之义。

志愿者东奔西走，接触的
人员较多，面临的感染风险更
高，尤其需要为他们筑牢安全
屏障。如为志愿者配备足量
防护服、手套、N95 口罩等防
护用品；对志愿者进行岗前培
训，确保志愿者知晓正确的防
护服穿戴方式、医疗废物处置
方式等在岗常识；对志愿者严
格落实核酸检测，必要时纳入
闭环管理等等。这样才能在
保护志愿者的同时，也避免流
动的志愿者成为病毒传播的

“放大器”。
本轮疫情防控任务重、持

续时间长、服务需求多，不少志
愿者连轴转，忙起来顾不上吃
饭喝水，有的甚至无法回家休
息。对这些忘情投入的志愿
者，相关部门要做好生活上的

保障。如加强统筹管理，安排
好轮岗班次、餐饮供给、休息场
地、保暖物品等，让众多志愿者
吃得饱饭、睡得好觉。唯有为
志愿者解决后顾之忧，志愿者
才能继续全身心投入服务工
作。

对这些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无私奉献的志愿者，除了要
做好生活上的保障，也要进行
必要的精神鼓励。好人好事被
看到、被赞许，“好人好报”的价
值理念才能被传递。相关媒体
应广泛挖掘志愿者服务中的典
型人物、动人事迹、暖心细节，
加大宣传，弘扬好山城的志愿
者精神；广大市民要对志愿者
多一些理解和支持，多一些礼
遇和赞赏，让“我为人人、人人
为我”的奉献精神薪火相传；疫
情结束后，不妨评选表彰一批
本轮疫情中贡献卓越的“最美
志愿者”，更好传播他们的精
神，让“志愿红”成为英雄城市
永不褪色的底色。

助人者，人恒助之。广大
志愿者以小我助大我，有一分
热发一分光，为打赢疫情歼灭
战贡献了强大的力量，也用行
动诠释了“众志成城、守望相
助”的生动内涵。让我们呵护
好城市里的“志愿红”，使之成
为这座城市闪闪发光的名片。

志愿者也需要服务保障
——如何发挥好志愿者的力量⑤

战疫热评

本报讯 （记者 李珩）什么是隔
离管控人员？什么是扩面核酸检测？
什么是区域核酸检测？跨区就医有没
有障碍？重庆马拉松还跑吗？11月26
日，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第150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相
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问：什么是隔离管控人员？什么是
社会面发现的人员？

答：国家第九版防控方案里明确了
阳性感染者的发现方式，里边有11类，
这11类又归成了两大类，就是社会面
和隔离管控，这样的发现方式就可以反
映出疫情到底是可控还是不可控状

态。如果是在隔离管控里发现的，基本
上没有什么传播风险，如果社会面里
的，可能就有传播风险或者说传播风险
可能会比较大。

隔离管控人员：主要是指在集中隔
离场所的人员，比如隔离酒店，居家隔
离，另外就是闭环管理的重点人员，比
如口岸物流冷链的一些工作人员是闭
环管理，上班期间是不回家的，还有就
是高风险区内的相关人员。

社会面发现人员：主要是指在隔离
管控区域以外的人员。

其中，重点人员：主要是指在医院
发热门诊去看病的人；在流调排查中发
现与感染者有交集的人员，比如，我在
这个餐厅用餐，某个感染者也去过；没
有闭环管理的一些重点人员，比如从国
内重点地区来渝返渝人员；其他省市推
送区域协查人员等。

问：什么是扩面核酸检测？什么是
区域核酸检测？

答：扩面核酸检测：就是发生疫情
之后，对感染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对
他到过的场所一定范围内扩大面积进
行核酸检测，这就叫扩面核酸检测。

区域核酸检测：在疫情涉及范围比
较广、或者有多个疫情发生的情况下，
扩面就比较大，再加上有多个疫情发生
的时候就没办法扩面，这时候开展的就
叫区域核酸检测。

现在为了区别开扩面和区域，我
们目前通常把主城区的核酸检测都称
之为区域核酸检测，在主城区以外的
区县开展的核酸检测归为扩面核酸检
测。

问：跨区就医有没有障碍？
答：新冠疫情确实是对医院的日常

医疗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各医
院都在全力做好新冠病毒感染者救治
工作和医院的日常医疗工作“两不误”，
跨区救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问：27日的重庆马拉松还跑吗？
答：重庆马拉松组委会在11月11

日已经发出了公告，公告称延期举行重
庆马拉松，具体的时间将根据疫情形势
另行安排。

问：疫情期间审车怎么办？
答：11月中旬，重庆交巡警总队发

布公告称，自2022年11月1日起，对
机动车逾期未检验、驾驶证逾期未换
证、驾驶证逾期未审验、互联网服务平
台预选号牌号码有效期和学习驾驶证
明等五个方面的业务，都统一延长两个
月的办理期限。

什么是隔离管控人员？什么是扩面核酸检测？回应来了

本报讯 （记者 李珩）26
日，有部分区通知要做“三天三轮”
全员核酸检测，目前重庆的核酸筛
查、核酸检测的策略是什么？11
月 26 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第
150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
畔介绍，之所以会有不同的核酸检
测频次，是因为各区、各街道、各社
区的实际情况、疫情防控需要不
同，需要制定不同的核酸检测策略
和措施。

李畔说，对中心城区来讲，本
轮疫情才开始时是打疫情歼灭战，
中心城区疫情呈现多点、多源、多
链条的特点，不知道潜在感染者在
哪，链条又不清楚，就把中心城区
作为一个整体，全域开展核酸检
测，把潜在的感染者找出来。

进入社会面清零阶段，高风险
区要应划尽划快划，在高风险区内
按照规定频次进行核酸检测；对其
他的区域，由于还有社区传播现
象，就实行“隔日一检”，找出隐藏

“敌人”并歼灭。
“这个过程中，中心城区各区

的疫情呈现分化特征。”李畔说，有
的区日新增数量上千，而且社会面
的占比也比较高，提示在这些区里
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潜在感染者，社
区的传播仍然没有阻断，所以渝中
区、九龙坡区、江北区、渝北区连续

3天对全域开展每日1次核酸检
测，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把潜在的
感染者找出来。梁平区、垫江县、
秀山县则是连续3天对部分区域
开展每日1次核酸检测。

高风险区连续5天未发现新
增感染者就降为低风险区，但不等
于没有风险，还要继续观察。所以
解除高风险区并不等于解封，尤其
是当前中心城区疫情依然严峻复
杂，即便是高风险区降为低风险
区，仍然是中心城区全域协同防
控、实施社会面管控。

那在上述7个区县中，“无疫
小区”还需要做核酸检测吗？李畔
说，“无疫小区”“无疫社区”不参加
这三轮的全员核酸检测。对近5
天都没有阳性的街镇、有阳性的街
镇中近5天没有阳性的社区和小
区，也不用参与这次全员核酸检
测。

至于担心做核酸检测被感染的
问题，李畔说，统计表明，新增感染
者中六成以上是同楼栋、同小区、同
社区的居民，他们感染的途径往往
是因为在社区活动中，没有规范防
护，与感染者有接触造成的。

“直接在采核酸排队或者采核
酸过程中感染的情况很少，大家不
要担心。”李畔说，只要做好个人防
护，坚持“一米距”，是可以杜绝这
种情况的。

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
把潜在的感染者找出来

渝中区、九龙坡区、江北区、
渝北区全域“三天三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