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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这个春
节，作为饿了么重庆地区的跑腿单王，
骑手付小均现在更加忙碌。由于主城
住宅小区都实行了封闭式管理，外卖
小哥也成了社区采购员。2月8日，来
自饿了么的数据显示，在重庆，一位在
岗的饿了么骑手，平均每天可减少市
民出行25人次。

付小均说，由于疫情原因，重庆小
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但是人们还是买
菜买药，以及多种多样的跑腿需求。
目前，他平均每天要接三十几单。

疫情期间，饿了么上线的“无接触
配送”尽可能减少了骑手和用户的直
接接触。做好自身防护的骑手穿行在
大街小巷配送各种生活物资，他们已
经成为特殊时期管理下不可缺少的

“社区采购员”。
作为骑手有什么不同平常的感

受？付小均说，帮助用户给家人送东
西的订单更多了，买菜的订单更多
了。此外，非常时期，骑手和用户相互
之间的关爱更多了，用户电话沟通时
语气更尊重，更爱向骑手表达感谢，这
让忙碌的付小均倍感温暖。

据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众
多餐饮商户短期内无法正常营业，而
饿了么买菜、跑腿等业务单量急速增
长，各地商超、便利店和生鲜店均面
临着分拣、搬运等岗位人员紧缺的问
题。为此，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正
式推出“蓝海”就业共享平台，力争通
过灵活就近的短期用工形式，缓解企
业压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约
4000名餐厅员工有意在饿了么临时
上岗。

一位饿了么骑手平均每天可让25人次不出小区

外卖小哥成社区采购员

□本报记者 黄乔 通讯员 肖雨

“老杨，今天是你出去买菜呀？
现在8点半，10点半之前就要回来
哟……”2月 8日，在九龙坡区陶家
镇友爱康居小区，党员志愿者李亚
力边从居民杨大爷手中接过出入通
行证，边在登记本上记载小区住户
出入信息。

原来，2月4日起，九龙坡区陶家
镇辖区所有居民小区开始实施封闭式
管理，倡议全镇居民每户家庭每2天
可指派1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生活物
资，并做好出入时间、人员登记。

“要得，我买了菜就抓紧回来，不
得耽搁。”

“不好意思啊，现在是非常时期，
给大家出行带来了不便。”

“啥子不便哦，就该这样严格管
理！”对于小区封闭式管理，杨大爷和
小区的其他居民都十分支持。“有这样
的措施，我们感到很安心。”

管住小区出入口，是阻断疫情蔓
延的重要途径。如今，该镇各小区物
业积极配合镇里的党员志愿者入户
走访，采集住户信息并做好记录。同
时，根据家庭住户情况由辖区所在村
（社区）印制小区出入通行证，并在入
户走访排查时送到住户手中，确保通

行证不多发、不漏发，一切做到“刚刚
好”。

此外，辖区各小区进出入口均由
2名党员志愿者值守，1名党员志愿者
负责对外出人员登记记录，1名党员

志愿者负责对回小区人员进行消毒处
理及回家“销假”，确保做好出入小区
均有迹可寻。

九龙坡区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九龙坡区政府在 2 月 4 日发布《通
告》，采取最严厉的“九条举措”，防止
疫情扩散。通告明确要求，全区所有
村庄、社区、小区、单位实行封闭式管
理。

“我们采取了多项措施，阻断疫情
传染路径。”该负责人介绍，比如，针对
重点地区如9个疫点小区，该区实行
全封闭管理，禁止出入，按照有关规定
强制隔离；针对非重点地区物管小区，
督促物业公司严格落实小区封闭式管
理责任，封闭车库电梯出入口，关闭多
余的门，设置出入小区登记点，强化
24小时值守和出入排查登记，推行限
时凭票出入举措；对非物管小区，通过
修建阻隔墙、牵拉警戒线、设置围挡等
方式，建立隔离带，设置出入卡口，落
实出入登记和值守，切实减少出入口，
减少人员流动。

据了解，目前，九龙坡区非物管小
区共设置卡口478个。为确保非物管
小区卡口管控到位，区委组织部、区委
政法委联合推行“社区吹哨、党员报
到”举措，推动机关党员干部“走出来、
站上去”，到非物管小区一线卡点去，
参与疫情防控宣传和值守服务，以机
关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引领带动社
区楼栋党员、群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营造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

九龙坡区

党员干部齐“上岗”居民出入全“打卡”

党员志愿者对持凭证出入小区的居民进行登记。
（九龙区委政法委供图）

□本报记者 王亚同

北碚区坚持“守好门、看住人”，广
泛宣传、强化保障，以精准务实的行动
举措，阻挡疫情蔓延扩散。2月8日，记
者在北碚进行了专题调查。

守好门守好门
外防疫情输入

加强交通管制是防控的重要环
节。多日来，北碚区在高速公路、国省
县道等入碚路口设立39个联合检测
点，三班24小时轮守，“逢车必检、逢人
必检”。目前，当地已累计检查车辆近
16万台次，检测人数27万余人次，劝
返车辆3000余台次。

守好大门的同时，还要看住家
门。2月1日起，北碚对全区物业小区
实施封闭管理，各小区原则上只保留
一个人员、车辆进出通道，并落实人员
24小时值守，做好出入人员、车辆管
理。该区启动“楼院哨兵”守卡制，就
近招募了近1000名社区党员、居民志
愿者，作为“楼院哨兵”24小时轮流上
岗参与疫情防控。目前，北碚全区的
散居楼院、老旧小区基本实现“楼院哨
兵”全覆盖。

看住人看住人
内防疫情扩散

该区自1月23日启动了“拉网式”
滚动排查至今，已累计投入 6.1 万人
次，完成第一轮入户排查473243户、
828243人次，正在开展第二轮滚动入
户排查。对排查发现的外地来碚人员、
疑似人员和密切接触者，进一步分类进
行相应隔离。

疫情排查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北碚
区实行街镇领导和干部包片负责，村社
干部、社区医生、社区民警、网格员和楼
栋长“2+5”居家服务管理模式，落实责
任书、告知书、承诺书和监督牌“三书一
牌”机制。

北碚区在号召市民“宅在家”的同
时，加大了公共场所管控力度，第一时
间暂停开放人群密集场所，暂停大型宴

会活动，所有餐饮服务单位一律暂停对
外开放，最大限度减少人群聚集活动。

广宣传广宣传
提升群众防控意识

“少吃一顿饭，亲情不得断。”“深宅
才是真爱，乱跑就是祸害。”北碚区各街
镇、村（社区）的2302个喇叭广播终端
全天候播放，将疫情防疫宣传“吼”到每
家每户。

除了“有声”的宣传外，北碚区还全
方位调动各类载体6000余处，印制发
放口袋书5万余册，调动电子显示屏、
流动字幕屏370余块，发放各类宣传资
料近80万份。

2月6日，北碚区正式面向公众开
通应对疫情心理援助热线，4部热线电
话全天在线，为公众提供实时心理支持
和援助服务。

强保障强保障
提供有力支撑

人员、物资的保障，事关防控大
局。春节期间，北碚全区共计5940余
名机关干部、基层党员放弃休假，奋战
在防控一线。近日，该区又从主动请战
的500余名党员干部中，抽调139名政
治素质、身体素质均过硬的党员干部增
援。

与此同时，该区还积极协调药企、
连锁药店等组织货源，竭力保障区内口
罩、消毒液等卫生防护用品。目前，该
区已统一筹集口罩50余万只、医用手
套 16000 只、测温仪 200 个、防护服
1400套。区相关部门还及时约谈辖区
药械经营主体代表100余家，要求各单
位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价格
政策，加强自律管理。同时，加大巡查
力度，及时处理投诉举报，坚决打击哄
抬价格等违法行为。

此外，北碚区还落实区领导包街镇
疫情防控工作机制，成立专项督导组深
入一线开展督查，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
督，对贯彻落实疫情防控决策部署行动
迟缓、作风飘浮、工作不力的，发现一
起严惩一起。

“守好门、看住人”
——北碚精准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莎 通 讯
员 张永香）记者2月8日从大渡口区
获悉，经该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指挥部办公室研
究决定，向辖区内三类群体免费发放
口罩。

据了解，免费口罩发放对象仅限户
籍及实际居住均在大渡口区内，且急需
口罩的居民。具体为三类群体：密切接
触对象居家观察者；低保户、特困、孤

儿、民政建档困难户；农贸市场保供个
体商户等群众。

按照区政府统筹安排，口罩由大渡
口区经信委负责统筹采购，并根据各镇
街人口基数及重点保障对象等情况分
配至各镇街，再由各镇街分配至村、社
区，最后由村、社区向辖区居民免费发
放。所有口罩免费发放对象每天领取
量不超过2个，发放时间为2月3日至
2月12日（暂定连续10日）。

大渡口区 向三类群体免费发放口罩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申晓佳）2
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在两江新区金海
湾滨江公园看到，两江新区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支队利用无人机喷洒消毒水、进
行防疫宣传喊话。据悉，下一步，无人
机作业还将覆盖两江新区全域。

用于喷洒消毒水的无人机是个
“大块头”。翼展达3米，最大载重量
39.5公斤，单次可携带16公斤消毒药
水，喷幅达7米。操作无人机的重庆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飞防队队长郝会川

介绍，这架无人机是植保无人机（即用
于农林植物保护作业的无人驾驶飞
机），1小时内可喷洒50亩的面积，效
率可达传统人工手持消毒水喷洒方式
的60倍。

用于防疫宣传的无人机，则是一台
加装了外放设备的航拍无人机，等于一
个长着翅膀的“喇叭”。工作人员通过
喊话器喊话，无人机就能在空中播放喊
话内容，声音传播更广，更适用于在高
楼层的住宿区宣传。

两江新区 无人机加入防疫战

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

一位饿了么骑手正在帮顾客采购物资。 记者 张亦筑 摄

□朱芸锋

2月8日，重庆市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指挥部决定，在前期小区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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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战“疫”关键时期，根据职业
和岗位的不同，让普通市民按下“静
止键”，不出门、少走动、安静“宅”，就
是为国家防疫大局作出重大贡献。
这对有效控制感染源、切断传播途
径、保护易感人群来说，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让群众安心宅家“静”下来，绝非

仅凭一纸命令就行，还需要广大基层
干部动起来，拿出管用的措施。比如，
干部就要多动“嘴皮子”，向群众作好
宣传解释，对于疫情防控而言，不出行
就是最好的保护。“今天千万不要出
门，要不然病毒就会笑话我们，躲得了
初一、躲不过十五”，这一调侃形象地
告诉我们，静下来、宅在家、少走动需
要有定力、有坚持的劲头。

要让群众“静”下来，还需要广大
基层干部勤动腿，为民办事跑起来。

米油盐酱醋肉菜等生活必需品，是让
群众“静”下来的基础物资保障。连
日来，全市各地相继推行物业统一购
货，加强无接触配送；有的区县开通
厨艺、插花网络远程教育；有的部门
开通市民公益心理热线……广大基
层干部立足群众所需所想，勤于跑
腿，做好服务，才能让群众“宅”得有
乐趣、有收获。

让“静”和“动”相得益彰，干部除
了动嘴皮、动腿跑路，还得动脑筋，抓
好防疫和生产的结合点。在广大群
众静下来“宅”在家里的同时，医药、

食品、饲料等保供企业还要抓紧复工
加班生产。荣昌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向复产开工企业派驻专业医疗人员，
指导督促企业做好防疫措施，保障企
业员工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此举受
到企业和员工的欢迎。

群众减少出门，安心静下来；干
部动起来，动嘴、动腿、动脑筋，做好
群众居家物资、安全保障，以及所需
的公共事务服务，让群众静有所获、
静有所乐、静无远忧……“动”“静”两
相宜，在疫情防控中体现出了干部群
众应有的担当。

抗疫“动”“静”显担当快评

（上接1版）
二要有序恢复公路运输服务。湖

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在城市公共交通（含
轨道交通）、城际公交暂停运营期间，要
统筹调度公交车、出租车（含网络预约
出租车）运力，开展“点对点”服务，为医
生、公共服务人员、老弱病残孕幼等各
类重点人员出行提供必要保障。湖北
省以外地区要结合复工开学安排，有序
恢复城际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出租车
等公路运输服务，采取有力措施保障运
力供给和乘车安全，统筹做好错峰出
行，满足群众正常出行需求。要积极创
造条件，通过公路直达运输等服务方
式，保障农民工、学生等群体出行。疫
情防控期间，对地方政府组织的农民工
返岗包车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

三要切实做好应急物资运输。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突出重点，优先保
障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各类应急运
输，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物资、生活必需
物资运输。对持有“疫情防控应急物资
及人员运输车辆通行证”的车辆，要严
格执行应急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对于
短期向疫情重点区域运送物资的司机、
装卸工等提供保障的人员，原则上不需
采取隔离14天的措施。

《通知》强调，各地区要严格落实
属地责任，全面系统摸排辖区内公路
交通基础设施、运输市场情况，采取有
力有效措施，解决保通保畅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确保人员车辆正常通行和
重点防疫物资运输畅通。对擅自阻断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干扰公路运输正
常秩序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部门和单
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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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波）日前，记者
从市应急局获悉，全市应急系统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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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九龙坡区应急部门安排组
织人员对加油站、商场、超市、自来水厂
等服务民生生产经营企业进行安全检
查，通过微信等方式对即将复工复产企
业进行安全提醒，要求各企业确保安
全、平稳、有序复工复产。长寿区应急
部门安排执法人员深入工贸等复工复

产企业，指导督促企业复工及疫情防控
工作。

目前，市应急局下发《通知》，要求
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分类别、分步骤、分
人群作好工矿商贸企业复工复产安排

部署，指导将要开工复产的企业做好防
疫和安全生产准备。同时制定了疫情
形势下注意事项赠送给企业，清单化指
导企业做好防疫和安全生产。建议各
企业成立疫情防范小组，统筹人员管

控、环境消毒、疫情宣传、物资筹备等方
面工作，确保公司所有的疫情防护措施
做到位。在复工前围绕“人、机、料、法、
环”等几个方面进行自查，根据风险研
判结果，制定相应应对措施。

疫情防控是前提 有序可控是要求

市应急局有序抓实企业复工复产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