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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做好公路交通保通保畅工作 确保人员车辆正常通行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就进一步做好公路交通保通保畅工
作，确保人员车辆正常通行，切实维护经济社会正常秩序作出
专门部署。

一要全力保障公路路网顺畅运行。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按照“科学有序、依法依规”原则，调整优化公路交通管控措

施，严禁擅自封闭高速公路出入口，严禁阻断国省干线公路，
严禁硬隔离或挖断农村公路，严禁阻碍应急运输车辆通行，严
禁擅自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和收费站、省界和国省干线公路设
置疫情防控检疫点或检测站，已违法违规设置的要坚决撤
销。要加强交通疏导，防止发生长时间、长距离公路交通拥
堵，确保应急车道畅通。

（下转3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

做好公路交通保通保畅工作
确保人员车辆正常通行

本报讯 （记者 商宇 杨铌紫）记者从
2月8日举行的重庆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前期全
市小区加强管控的基础上，各区县辖区内所有
小区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小区进出
人员体温检测措施，关闭小区内篮球场、棋牌
室、网吧等公共休闲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严
禁聚集性活动。

市委政法委风险防控办负责人张强介绍，
目前，我市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新增患者
由输入性病例转向以本地感染为主，已出现多
起聚集性疫情，且以家庭聚集为主，阻断小区
疫情扩散途径显得至关重要。市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指挥部要求，在前期全市小区加强
管控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各区县对辖区内所
有小区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小区进
出人员体温检测措施，对来访人员和车辆一律
严管严控，加强对居家隔离人员的服务管理。

“目前我市大部分区县已实行了小区的封
闭式管理。”张强说，接下来要减少小区出入
口，关闭小区内篮球场、棋牌室、网吧等公共休
闲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严禁聚集性活动，暂
停装饰装修等工程，实行住户定期派1人外出
采购物资，快递、外卖等一律实行无接触式配
送。

全面落实物业公司及写字楼、城市综合体、机关企事业单
位等管理主体责任，无物业管理的由社区干部、民警、网格员、
楼栋长等组成专门队伍，落实封闭式管理措施，散居村落由村
委会组织村民小组、义务巡逻队员、村民等开展联户联防。如
北碚区创新散居楼院“五个一”工作规定，组建1000余人“北
碚楼院哨兵”队伍，动员热心市民参与防控工作，填补散居楼
院管控“真空”。

加强排查防控，按照“一查二测三登记四对接五跟踪六管
控”流程，做到排查防控不留盲区、不留死角。此外，实行镇街
领导和干部包片负责，社区干部、社区医生、社区民警、网格员
和楼栋长“2+5”模式，加强对居家观察人员的跟踪服务管
理。加强对老弱病残等群体的关心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
比如，九龙坡区石坪桥街道为居家隔离人员代购日常生活必
需品，送菜、送药上门；万州区长滩镇为隔离对象提供居家隔
离“明白图”和生活物资“保障图”，明确同村同院落党员同志
为代购员，营造“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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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小区进出人员
体温检测措施，关闭小区内
棋牌室等公共休闲场所

●实行住户定期派1人
外出采购物资，快递、外卖
等一律实行无接触式配送

●无物业管理的由社
区干部、民警、网格员、楼栋
长等组成专门队伍，落实封
闭式管理措施

本报讯 （记者 李珩）2月8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为做好奋战在一
线的医务人员的各项保障，该委已出台20
条“干货”，为医务人员解除后顾之忧。

这20条“干货”主要包括落实各项防护
措施、落实各项待遇政策、解决实际生活困
难、开展全覆盖走访慰问、积极宣传表彰、加
强组织领导等六个方面。

在待遇政策上，我市将按照相关政策，
合理确定补助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做到应

补尽补。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在绩效工资内
部分配、评先评优、职称晋升等方面，对一线
医务人员予以倾斜。

在落实各项防护措施上，我市将加强医
用防护物资的统筹协调，及时准确掌握全市
医用防护用品供需情况，重点向一线医务人
员投放使用。

对医院来说，要规范设置发热门诊和隔
离病区，落实预检分诊制度，分别设立医务
人员和病人专用通道；严格做好密切接触者

隔离医学观察，确保基层医务人员安全；围
绕新型冠状病毒相关基础知识、病例发现和
报告、医疗救治等方面内容开展培训，做到
一线医务人员培训全覆盖。

“尤其要加强对一线医务人员的心
理疏导。”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合理安排，在保障
工作效果的前提下，每班时长原则上不
超过 8 小时；要合理安排一线医务人员
轮休，严禁超负荷工作，做好轮班医务人

员的隔离保障。
在吃住行方面，各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

实际，采取单位食堂或允许有资质的餐饮企
业统一配餐的形式，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干
净、营养、便捷的24小时就餐服务。对上下
班路程较远且缺乏自驾条件的一线医务人
员，各区县（自治县）要积极协调解决通勤交
通问题；对步行或自驾上下班的一线医务人
员，各医疗卫生机构要提供必要的消毒防护
用品。

除医务人员外，各医疗卫生机构要主动
关心问候，帮助解决一线医务人员家中老人
照护、小孩上学、家人生病及保障防护用品
等其他实际问题。

重庆20条“干货”关爱一线医务人员

□刘江

随着一延再延的“加长版”春节假期结束，不少企业都在做
复工准备。如何做到有序复工？如何防止复工后疫情不扩散？

有序组织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
强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让工厂的机器转起来，既能为疫
情防控更好地提供物资保障，又能切实维护正常的经济社会
秩序。不过，复工的前提是企业已做好疫情防控的准备工作，
毕竟疫情防控仍是当前头等大事、首要任务。

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处在关键期。随着企业陆续复工，人
员流动明显增多，防扩散将面临更大压力和挑战。防控一旦
稍有疏漏，造成“大意失荆州”，将给员工和企业带来“不可承
受之重”。正因如此，市委、市政府反复强调，准备不充分不到
位、疫情防控有隐患的，一律不准开工；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企
业安全、平稳、有序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到现在，社会各方面应对疫情都有了一定
的认知和办法。企业把准备工作做足做到位，就能把疫情风险降
到最低。防护物资够不够，外地返渝人员多不多，日常出入怎么
管理；小区封闭式管理，员工在单位与社区进出如何避免潜在风
险……这些都需要企业把应急预案做细致，把风险评估做充分。

一家企业，员工多则上万人，少的也有数十人。保证生产
和办公场所的人员安全，牵涉方方面面：环境消毒、食堂就餐、
员工休息、上下班通勤……在“疫情防控是前提，有序可控是
要求”原则下，下足“绣花功夫”，将疫情防控落实落细，是一场
既艰辛又要坚持不懈的战斗。只有防控更加科学严密，企业
生产和员工生命安全才能更有保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即将复工的企业来说，安全复
工怎么重视都不过分，只有重视起来，才能把“万一”的隐患排查
掉，在预案上“细之又细”，在措施上“严上加严”。企业的每一分
重视，既是对员工和企业负责，也是为社会多安一道“保险阀”。

疫情防控是前提，复工须平稳有序而可控。

防控是前提
复工须有序

2 月 8 日晚，重庆解放
碑、江北嘴、南滨路等地的部
分地标性建筑举行了亮灯活
动，以灯光秀的形式为武汉
加油，为中国加油。

本组图片由记者谢智
强、魏中元、齐岚森摄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元宵之夜
重庆点亮城市地标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既要保障医疗物资生产供应，又要
做好重要生活物资生产供应。2月8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经信委获悉，我市正按照

“疫情防控是前提，有序可控是要求”的原
则，推动129家重要生活物资生产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确保市场供应。

市经信委表示，在做好企业复工前疫情防
控准备和安全生产措施前提下，全市科学、灵

活、有序安排，分类别、分步骤、分人群推动企
业复工复产。截至2月7日，全市重要生活物
资生产企业已复工复产109家，涵盖米面食
品、食用油、乳制品、肉制品、食盐、生活用纸等
生活必需品。对复工企业，要求严格落实企业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制定企业防控工作预案，
加强返岗人员情况摸排、健康监测和严格管
理，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培训，严格落实防控措
施，做到科学防控、严密防控。目前，这些复产

企业每天都对员工进行体温监测和对厂区进
行防疫消毒等，确保生产安全、平稳、有序。

目前在大米加工方面，重庆粮食集团所
属健康产业公司、酉阳粮食公司大米加工厂
已于1月27日复工，每天大米出货量100吨
左右；食用油方面，全市产量最大的食用油
生产企业益海嘉里（重庆）粮油公司已复产，
同时红蜻蜓粮油、中粮等重点生产企业也恢
复生产；乳制品方面，天友乳业的两个工厂

及光大乳业正持续生产保障市场供应；肉制
品方面，恒都牛肉保持连续生产，其他肉制
品保供企业如华牧实业、德佳食品、蓝希络
食品等目前均已恢复生产。

市经信委表示，该委已成立重要生活物
资复工复产专项小组，围绕粮食、植物油、乳
制品、肉制品、生活用纸等重要生活物资产
品，梳理出重点监测复工复产企业清单，并实
行每天报告制，动态掌握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保障消费市场生活物资供应

重庆推动129家重要生活物资生产企业有序复工

本报讯 （记者 罗静雯）2月 8日上
午，按照市委书记、市疫情防控工作总指挥
长陈敏尔要求，市委副书记、市长、执行总指
挥长唐良智主持召开企业复工复产准备工
作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两江新区、重庆高
新区、重庆经开区、渝北区，听取企业复工复
产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市

委、市政府工作安排，进一步强化防控责任、
严格防控措施，守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
人，确保企业复工复产平稳有序可控，为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重要保障。

市领导吴存荣、王赋、段成刚、陆克华、
熊雪等参加。

唐良智说，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全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疫情
防控是前提，有序可控是要求”的原则，继续

做好科学防控，分类精准施策，有序组织推
动企业恢复生产，既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好保
障，又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要在疫
情防控工作和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到位的前
提下，科学、灵活、有序安排，分类别、分步
骤、分人群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急需、群众生
活必需的企业，要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其
他企业要有序复工复产。企业准备不充分
不到位、相关证照不齐全、风险隐患排查不

彻底、安全设备设施不全、重要岗位人员不
齐、安全培训不到位的，一律不准开工。

唐良智强调，企业复工复产后必须把疫
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抓实抓
好。要强化企业疫情防控举措，制定完善企
业防控工作预案，做好防疫物资和隔离场所
准备，合理安排员工错峰返渝、有序返岗，加
强返岗人员情况摸排、健康监测和严格管
理，抓好疫情防控知识培训，按照健康管理
的要求分类用工，灵活安排员工工作方式，
降低工作场所人流密度，完善企业与社区、
工业园区、防疫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确保
安全、平稳、有序复工复产。要采取有力措
施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着力优化政务服务，
用好“渝快办”平台，推动审批事项“全程网
办”。着力强化服务保障，主动上门、现场办
公、驻点服务，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助力企业
渡过难关。

（下转2版）

市疫情防控指挥中心召开调度例会

守好自己的门 管好自己的人
确保企业复工复产平稳有序可控

两江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