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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坐就是几个小
时，手臂酸痛、腰背僵直也毫
无怨言……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有一群我们最熟悉的“大
白”，无论风雨交加，还是寒
冬酷暑，他们都坚守岗位。

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局了解
到，11月 20日-23日，该局
抽调采样人员 4836人次，抽
调隔离点工作人员 81 人次，
共计 4917人次 （不包括常态
化核酸采样点的采样人员）。
在满足基本医疗的前提下，医
护人员连班对倒，或是白天参
与核酸采样，晚上接着回医院
上夜班；或是白班结束后，马
不停蹄直奔核酸采样点，迎接
采样小高峰。

11月 20日一大早，各医
疗单位闻令而动，医护人员迅
速集结，驰援相应区域开展核
酸检测相关工作。“我们是清
晨接到上级单位的通知，半小
时内，我们医院的200多名医
护人员就迅速集结，前往前线
支援工作了。”市人民医院党
委委员胡坚锋告诉记者，许多

医护人员一接到电话就赶过来
了。

“我们目前每天外出采样
队员是200-250人，隔离点工
作人员 54人，撤出隔离点居
家人员31人，还有300多人在
合围区域。”市人民医院党政
办副主任、采样队领队鲁银焕
告诉记者，为了满足基本的医
疗，他们挤出时间，有的医
务人员刚结束夜班就立马加
入到新一轮的采样，有的医
务人员刚下手术台饥肠辘辘
还未来得及吃一口热饭就奔
赴“战场”，有的医务人员在
完成原采样点任务后，再次奔
赴另一个人流量较大的采样点
支援……每一个人都争分夺秒
跑出了慈溪速度。

记者在核酸采样现场看
到，医务人员严格按照防控要
求进行核酸采样。耐心的沟
通、娴熟的动作，手消毒、探
喉、擦拭、收集样品……这样
的动作，他们每天重复无数
次。他们顾不上吃饭、喝水，
加班、加点，只为快速准确地
完成每天的采集任务。群众的
一声“辛苦”一句“谢谢”，
便觉得一切值得、一切无悔。

“疫”不容辞

医务人员闻令而动

本报讯 “以前这一片的
水经常会发臭，现在河里的水
变干净了，道路也整洁了很
多，旁边还种上了绿化，环境
好了，来这边拍照打卡的人也
多了。”说起逍林镇水云浦的
变化，住在附近的村民都忍不
住打开了话匣子，

近年来，逍林镇紧紧围绕
“共富共美幸福逍林”建设目
标，不断完善美化人居环境，
把推进“小微水体”整治作为
全面建设“美丽逍林”的重要
内涵之一，注重治理和维护双
管齐下，不断净化河道“毛细
血管”，截至目前，15条劣Ⅴ
类小微水体全部摘帽，全镇小
微水体整治率达到了95%。

源头治、水体治、生态治
“招招”见效。该镇投入 3000
多万元分步多次推进各村各区
域农村生活污水接纳与收集工
程建设，其中 2022年，投入
810万元实施水云浦流域农村

生活污水改造工程，受益周边农
户300余户。建成区内投入200余
万元积极开展小微水体整治提升
工程，对17条小微水体进行清淤
拓疏、松木护岸、纯氧曝气等，
增加水体生态修复功能。新园村
积极开展水环境整治示范村（宁
波市级） 工程，整治河道 1819
米，新建生态护岸725米，植物
护坡3418平方米。在抓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中，则大力推广小微水
体生态养殖，结合农户现实需
求，鼓励种植莲藕、菱角、茭白
等水生作物，实现农户增收和水
体生态修复自净能力提升双赢。

寓监管于整治中。该镇还压
实各级河长工作责任，对小微水
体进行摸底调查基础上，编制形
成“一点一策”整治方案，实行
清单化管理。为此，积极发挥农
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聘请 240
余名党员代表为“百米微河
长”，创新设立“1+X”河长模
式，对河道（小微水体）实现 1
名总河长及若干名“百米微河
长”相结合的巡河方式，通过分
段包干确保日常监督到位。

净化河道“毛细血管”

逍林小微水体
“治”出生态美

本报讯 防疫不松懈，
发展不止步。连日来，长河
镇各家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努力打通闭环里的

“微循环”，开足马力、铆劲
生产，确保防疫生产两手
抓、安全发展两不误。

昨天上午，位于长河镇
的宁波万佳电器有限公司内
一派繁忙的生产场景：生产

车间内各道工序生产线快速运
转，工人们规范佩戴口罩，熟
练地操作着机器。“在生产过
程中，我们防控更严格、措施
更细化，确保疫情防控和生产
进度有序稳定，力争按计划完
成生产任务。”企业负责人吴
佳培告诉记者，企业综合订单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20%。

长河成立工业区生产服务
专班，做好管控区域内工业园
区的服务工作。专班派企业专
员第一时间走访区域内的 23

家规上企业，掌握企业急需解
决的问题，并分类做好统计。

为及时帮助企业解决货车
进出运输这一问题，长河镇制
定了卡口货车（包括运送生产
和生活物资车辆）闭环管控方
案，在查验驾驶员健康码、行
程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方可进入，且给驾驶室贴好
封条，由驾驶员通知用车企业
人员到卡口接引至企业装卸货
物，确保驾驶员全程不下车，
即送（运）即走。

企业积极做好闭环生产和
员工保障工作。宁波万佳电器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任孙先飞
告诉记者：“从 11月 22日起，
我们就确定了企业闭环生产方
案，积极发动员工临时驻厂保
生产。”公司第一时间成立应
急管理小组工作群，在闭环生
产期间遇到突发事件及时上
报，指定负责人采取应急措
施。同时，积极保障员工生活
物资供给，及时采购棉被、毛
巾、牙膏、牙刷等生活必需品

分发到个人，同时新增100多
个寝室床位，确保员工人人能
住宿舍。截至目前，驻厂员工
人数达 535人，出勤率 80%以
上。

记者了解到，截至昨天，
长河镇实现规模以上企业闭环
生产调研全覆盖，累计服务企
业 60余户，解决企业配套供
应问题 18个，跨区协调解决
货物通关问题6个，最大限度
减少了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
响。

全力以赴跑出“加速度”

长河企业防疫生产“两不误”
本报讯 经过历时2个月的腾空和

拆除，在桥头镇桥三路东西两侧，昔日
密集的民居逐渐变为一片平坦空地。昨
天，一辆挖掘机正对一处新拆除的区域
进行平整，桥三线拓宽改造项目腾空拆
除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今年以来，桥头镇在空间重构、产
业重塑上齐发力，一方面加快完成慈溪
市域“六横十一纵”骨干道路之一桥三
线的拓宽改造项目，促进区域交通“外
联内畅”，另一方面通过重拳出击打好
产业治理战和推进工业“退二优二”，
加快擘画共富共美新图景缔造人民美好
生活助力赋能。

随着桥三线拓宽改造项目的加快推
进，桥头镇实现“外联内畅”“南北通
达”的交通大格局已经在望。今年5月
桥三线拓宽改造项目征迁工作启动后，
到7月底，总建筑面积约1.55万平方米
的拆迁签约全部清零。这段时间，征迁
工作已进入腾空拆除收尾阶段，记者在
现场看到，在桥三路东西两侧，纳入拆
迁范围的大部分房子已拆除。据该征迁
项目后期工作组组长方岳奇介绍，目前
94 户拆迁户 95%已完成腾空并拆除，
预计 11月底前可全部拆除。接下来，
该镇将加快做好拆迁安置区块清表、

“三通一平”和地基安置抽签等工作，
全力推动道路改造项目年内开工建设。
在潭河沿村农贸市场做水产生意的余建
平是其中一户拆迁户，他告诉记者，以
前这里道路十分狭小，每到早上8点上
班高峰期和下午4点孩子放学时间更是
堵得水泄不通。“小路变成四车道的大
马路，阿拉老百姓进出再也不用愁了，
桥头今后发展肯定也更快。”余建平
说，这里的村民都对未来充满期待。

从今年初开始，桥头镇产业治理的
“战役”就没有停过。今年 1月，一场
再生塑料违法仓储、分拣点“清零”歼
灭战在全镇打响，该镇对8个村全面开
展村庄内违法再生塑料仓储、分拣场所
联合打击行动，完成村庄内324家违法
再生塑料储存点“清零”，拆除违法建
筑 1.5万平方米，清空生产资料 1.3万
吨。这段时间，由镇环保、城管组成的
联合执法队伍还加大了常态化园区管理
执法，严禁废旧塑料毛坯进入再生塑料
园区。而在天桥小微企业园内，一场环
保处理设备全面改造更新行动也在推
进，这几年，园区内 20多家企业的再
生塑料生产设备和废气处理设施持续更
新。在弘灿塑业有限公司，穿行在造粒
车间内，已闻不到一丝难闻的味道。

“除生产设备，园区内24家企业的48条
废气处理设施都进行了更换，总投入
2000万元左右。”天桥小微企业园负责
人陈亮说，环保设备更新后，废气收集
率从90%提高到98%，废气处理效率也
从90%提高到97%。

桥头镇还以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
为契机，联合慈溪工贸集团，采取“整
体规划、分片实施”的改造总思路，推
动镇域东、西两个工业区 1171亩老旧
工业厂房改造。其中，先期启动东工业

区682.8亩区块改造，同时加紧对接市级部门土地规划调整，加
速推进西工业园区“退二优二”项目落地。目前，已拆除烟墩老
废塑料市场老旧厂房及周边违建118亩，作为老旧工业区改造的
先期启动区块；今年 8月，启动东工业园区拆迁，通过组建专
班，倒排工作时序，稳步有序完成阶段性目标。截至目前，个人
建房354户、工业地块29宗的评估确权工作全部完成，民宅签约
率达43.41%。（下转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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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强监管、保民
生。自我市发生疫情以来，
市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积
极谋划，及时部署疫情防控
相关要求，多举措多维度加
强抗疫防疫，推动各项防
控措施落地落实，坚决守
住市场监管领域疫情防控
安全底线，确保市场监管
领域疫情防控总体平稳有
序。

按照进口冷链食品防疫管
理相关要求，市市场监管局重
点围绕“人、物、环境”三方
面，确保进口冷链食品（进口
水果）“应上尽上”，从业人员

“应检尽检”，全面落实落细常
态化疫情防控各项举措。截至
目前，市市场监管局完成进口
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消杀 406
柜，完成进口冷链食品（进口
水果） 二次核酸检测 9085.37
吨，科学处置涉疫物品110余
吨。

鉴于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市市场监管局加强零售药店防
控，暂停全市药店销售“四大
类”监测目录内药品，对因乙
肝、结核等严重影响生命健康
的急慢性疾病治疗需要的患
者，可凭医院外配处方购买。
同时，发挥药店“哨点”作
用，对有高风险地区旅居接
触、健康码为红（黄）码、发
热等情况异常人员劝导就医，
并将购药人相关信息报告村
（社区），对省外来（返）甬人
员未落实 3天 3检核酸检测要
求购买四大类药品人员，一律

报告村（社区）。
为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度，

市市场监管局全力确保全市
42家农贸市场及 10家专业市
场防疫管控落实到位，对所有
市场从业人员信息录入“浙江
商品市场综合管理平台”及

“宁波市商品市场疫情防控管
理系统”，每周对市场进行全
覆盖检查，发现问题统一抄送
属地政府，形成市场防疫监管
合力，对市场小门值守人员到
岗情况、“一扫三查”、规范佩
戴口罩劝导等落实情况进行每

日抽查。
为加大隔离点食品安全保

障力度，市市场监管局及时掌
握全市各个隔离点供餐单位信
息，评估供餐单位的供餐能
力。同时，对供餐单位的厨房
粗加工、烹饪区、备餐间和洗
消间安装视频监控并接入“防
疫餐饮在线”，做到线上可时
时监督供餐单位。督促供餐单
位每日使用“众食安”App，
上传人员自查、食材票据、餐
食留样等关键信息，确保各个
环节防控到位。

强监管 保民生

市场监管筑牢疫情防控“防护墙”

■全媒体记者 鲁奕呈
通讯员 郑佩君 陈程程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蔡芳洁

■全媒体记者 景锦
通讯员 谢燕彬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通讯员 葛炳强

■全媒体记者 龚益
通讯员 王韵婷迦

昨天，浒山、古塘、白沙路、宗汉四街道，龙山、附海、
长河、周巷四镇区域范围内所有人员开展第五轮核酸检测。图
为古塘街道旦苑社区居民在核酸采集点有序做核酸采集。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蒋亚军

部分区域开展
第五轮核酸检测

昨天下午，崇寿镇爱心企业宁波裕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运送一车矿泉水、方便面、面
包等生活物资来到周巷中心派出所，向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公安民警表示支持和慰问。

■摄影 全媒体记者 王烨江

爱心企业捐赠物资
齐心筑牢抗疫堡垒

本报讯 昨天，桥头镇
综合行政执法队组成专项检
查组，对辖区内四家“场所
码”应检未检、应核未核的
场所予以查封，要求其立即
停业整顿；古塘街道对辖区
内各密闭经营场所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专项督查，通过实
地走访足浴、酒吧、舞厅、
KTV 等密闭场所，检查落
实场所主体是否严格执行暂
停开放等防控措施，共张贴
封条27家……

当前，我市疫情形势依
旧严峻复杂，一些公共场所
出现守小门不严格执行、市
民防疫意识不强现象，给防

疫工作带来了不少风险隐
患，如何高效、规范地守好
小门，显得尤为重要。这段
时间，全市各镇（街道）持
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不断
加强各类公共场所、单位

“小门”管理，织密织牢疫
情防控安全网，发现问题及
时督促落实整改，确保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据了解，“场所码”可
显示扫码人员疫苗接种、核
酸检测、行程等详细信息，
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溯源的
重要手段，可以帮助防疫人
员及时有效开展精准溯源和
风险排查，小小“场所码”
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极大作
用。广大市民进入各类公共

场所进行扫码，既是对自身安
全的负责，也有利于疫情精准
防控。

为进一步筑牢疫情防控防
线，市疫情防控办提醒，各公
共场所（单位）要严格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落实“守小门”工
作，做到“一扫三查”（扫场
所码，查验健康码、行程卡、
核酸阴性证明），切实做好 7
天旅居史“穿透式”询问，并
检查口罩佩戴等情况，特别是
沿街商户、农贸市场等重点场
所，要切实履行疫情防控的主
体责任，严格查验，严防疫
情，广大市民应积极配合小门
管理人员的防疫工作，以实际
行动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固长
城。

落实防控措施

我市不断强化“小门”管控
■全媒体记者 戎志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