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州日报社出版 自办发行 今日 4 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2-0012 第13040号

2020年2月7日
星期 五
农历庚子年正月十四

中国常州网
http://www.cz001.com.cn AA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2月4日晚，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出《通告》，实
施疫情防控“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十二项
措施，包括村庄、小区、单位的封闭式管
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测体温、填信息；
进菜场、超市和药店要戴口罩、测体温等。

昨天，记者对“十二项措施”落实情
况进行暗访，发现封闭式管理、公共交通
管理、卡口管控、市区农贸市场和大超市
管理到位、力度较大，但药店、中小型超
市、社区店的管理有待加强，少数公园的
管理也要加强。

昨天上午，记者首先暗访了之前被
市住建局通报批评的两个小区——永宁
花园小区和新天地花苑小区。因保安佩
戴口罩不规范和吸烟被扣分的永宁花园
小区，昨天有三四名戴着口罩的保安在
唯一的出入口南门执勤，只要有人进小
区，保安就会测体温、问情况。恒煊物业

的陶主任告诉记者，被通报批评后，公司
高度重视，门岗保安增加并规范服务，小
区内也增加了环境消毒，外来车辆一律
不准入内。

关河路上的新天地花苑因为未设防
被通报批评。记者昨天看到，该小区沿
北塘河、晋陵路、关河路已拉起一道弧形

“屏障”，只留南门一个口子出入，门口多
位保安、社工挨个儿为进入小区的居民
测体温。该小区物业负责人邹志强告诉
记者，公司痛定思痛，坚决整改，目前一
方面做好封闭管理，一方面配合社区、公
安做好有关防控工作。

随后，记者来到 2 月 3 日暗访时未
设防的湖塘镇小留新村延政路路口，发

现路口已经设卡，2 名保安和 3 名“红马
甲”逢车必查，就连附近的一些小路也被
用彩钢瓦封死。

记者还探访了天宁区光华路菜场、钟
楼区勤业菜场、新北区钜宏菜场，看到这
些菜场都只留一个出入口，都有保安、志
愿者“坐镇”，进入人员都要测量体温。在
3个菜场内，没有看到一个不戴口罩的商
户，买菜的市民也都自觉戴着口罩。

不过，记者在走访市区多家药店后
发现，没有一家药店要测量体温。记者
见到前来询问是否有口罩卖的市民，问
话时还伴有咳嗽。一个尴尬的现状是，
药店里口罩、测温枪均为断货状态。

记者还发现，中小型超市、社区店在

落实“十二项措施”时力度不大，极少有
对进入人员测体温，往往还停留在书面
提醒“戴好口罩”、对环境进行消毒的阶
段。这类超市、商店人气还不低。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市中心人民公
园时，看到所有开放区域都被竹竿、黄色
警示隔离带封住，不能进入。中午12点
10 分，记者来到武进新天地公园，主要
出入口也都被黄色隔离桩封住，但虹北
路凯宴大饭店对面的停车场还能驶入，
记者停好车，看到通往儿童乐园的入口
敞开。记者在公园走了半个小时，遇到
1名管理人员和2名保安，他们都对记者
的出现视而不见，并未劝离。

昨天上午10点，本报另一路记者在

钟楼区青枫公馆小区看到，一名骑电动
车的外卖小哥被小区保安拦停，要求登
记信息。外卖小哥配合登记，并通知顾
客外卖已经放在小区东门，请顾客自行
领取。在记者观察的15分钟内，进入小
区的近20名人员均佩戴口罩，在保安的
要求下都进行了体温检测。

记者随后来到龙湖龙誉城小区北
门，扩音器正在播放物业的提醒：“减少
人员流动，减少人员外出，减少人员聚
集⋯⋯”该小区也严格按照“十二项措
施”要求，对所有进小区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并要求佩戴口罩。

记者去勤业菜场途经星港路时，被
交警拦停，进行了体温检测，并查验了身

份证、驾驶证和行驶证。中午 11 点，
记者来到勤业菜场，此时已临近中午
打烊时间，进入菜场的市民却并未减
少。在菜场门口，3 名佩戴口罩、手持
测温枪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市民逐一检
测体温。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菜场
的营业时间调整为上午8点-11点30
分，下午 2 点-5 点。菜场内，买菜的
市民和卖菜的商户也都佩戴口罩，市
场内秩序井然。

接着，记者来到龙湖紫宸小区附
近一家名为“仁爱医药连锁”的药店。
入店后，发现工作人员并未按照要求
进行体温检测。记者选购了治疗发烧
和咳嗽的药品，到收银台结账时，被告
知购买此类药品需要登记，登记内容
包括身份证信息、住址和电话等。

中午12点，记者来到龙湖天街永
辉超市。由于天街商圈部分关闭，永
辉超市只留了一个入口供顾客通行。
记者刚下扶梯，就被工作人员要求测
体温，体温正常方可进入。记者注意
到，超市内顾客和工作人员都佩戴口
罩。据介绍，目前永辉超市的营业时
间已调整为上午 7 点 30 分—晚上 8
点。 童华岗 小波

部分场所还有待加强

记者暗访发现——

“十二项措施”在大多数地方得到落实

本报讯 昨天，省长吴政隆来我市
检查疫情防控重点物资保供工作和企
业复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关于疫
情防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服
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
度，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把落实工
作抓实抓细，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措
施，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促进重点
物资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增加供给，全
力保障疫情防控需要和群众生活必需
品供应，精准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市委书记齐家滨、代理市长陈
金虎陪同检查。

疫情发生以来，全省重点物资生产
企业闻令而动、加快生产。在省市有关
部门协调下，健尔康医用敷料公司实现
满负荷运转，日产医用口罩30万只。在
健尔康公司，吴政隆对连日来坚守岗位、
加班加点的企业员工表示感谢。原材料
来自哪里、价格怎么样，有多少员工上
班、食宿如何安排、怎么做好安全防护？
吴政隆实地察看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及企
业生产情况。他说，这里是抗击疫情的

“兵工厂”，你们多生产一只口罩，医护人
员和人民群众就多一道安全防线。政府
将继续加强协调服务。希望企业做好自
身安全防护，争分夺秒、开足马力，安全
生产、高效生产，跑出抗击疫情的“加速
度”，为打赢防控阻击战再立新功。

在常州城北国家粮食储备库加工车
间，自动化流水线高速运转，优质大米源
源不断地被装袋打包。吴政隆勉励企业
在保护好职工身体健康的同时，全力以
赴保障好群众生活需求，让群众的“米袋
子”充足稳定。

即将复工的企业，各项准备工作做
得怎么样？吴政隆十分牵挂。在蓝豹股
份有限公司，看到企业全面摸排了外地
员工返岗交通方式，安装了红外测温仪，
分散设置车间工位，食堂安排每人一张
餐桌并拟定错峰就餐方案，宿舍安排了
隔离房，各项准备工作井然有序，吴政隆
表示满意，并针对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
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他说，当前，疫情防
控正处于关键期，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决

不能有丝毫麻痹和侥幸。做好员工安全
防护、抓好企业安全生产，既是对自己负
责、对家庭负责，也是对企业负责、对社
会负责。企业的各项准备工作一定要更
细致更周全，省市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
一定要“一企一策”、更加精准，属地要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充分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等多种措施加强联防联
控，筑牢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在做好防
控工作的前提下，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坚定信心、勠力同心，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省政府秘书长陈建刚，市委常委、常
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新北区委书记周
斌和市政府秘书长杭勇陪同检查。

（黄伟 舒泉清）

吴政隆来我市检查疫情防控物资保供工作和企业复工准备情况

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
全力保障重点物资供应精准有序推动复工

今日聚焦今日聚焦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昨天下午，代理市长陈金
虎走访调研部分企业，研究部署疫情防
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他要求，各
级各部门各企业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推
动保障疫情防控和群众生活必需的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认真落实防疫措施，其他
企业做好复工复产准备工作。

联影（常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由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控股的一家
大型生产型企业，专业从事高端医疗影
像设备产品的生产制造。因疫情防控需
求，春节期间公司坚持生产，连续作战，

移动 DR、CT 设备等疫情救治急需的
医疗器械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医院。
陈金虎实地走访车间现场，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情况和疫情防控情况后指
出，眼下全国疫情防控物资和医疗设
备紧缺，公司要努力扩大产能、为保障
疫情防控多作贡献， （下转A3版）

陈金虎调研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全力落实管控措施
有序做好企业防疫和复工准备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人大常
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受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齐家滨委
托，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白云萍
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盛建
良、蒋自平、张屹、高宏华参加会
议。副秘书长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委
有关通知要求，研究部署人大疫情
防控工作。

会议认真总结了市人大常委会
和机关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所做的工作，第一时间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通过
人大网站、人大微信公众号、人大代
表微信群宣传中央和省、市委疫情
防控最新指示要求，及时发出致全
市各级人大代表的一封信，深入宣
传报道全市各级人大代表一线抗击
疫情的感人事迹，常委会领导带头
深入社区、企业指导防疫工作，组织
人大机关党员干部志愿服务到基层
最急需、最困难的地方。（下转A3版）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
研究部署人大疫情防控工作本报讯 记者 5 日从金坛区委组织

部获悉，该区从区管党费中安排专项资
金 310 万元，用于支持全区各地各有关
部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安排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慰问战
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基层
党员、干部；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包括购买疫情防控有关药品、物
资等；补助在疫情防控中遇到生活困难
的党员、群众。

该区要求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时报
区委组织部，做到专款专用，并根据实际
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确保
专项党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解决实
际困难、传递关怀温暖、坚定信心决心的
重要作用。 （赵鹤茂）

金坛：

划拨310万元党费
用于疫情防控

本报讯 本月 5 日，中天钢铁集团
向常州经开区一次性捐助 1000 万元爱
心款，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

该集团成立了以董事局主席董才平
为组长的专项工作小组，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
该集团第一时间发布《关于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紧急通知》，做好人员
信息跟踪和调查，并加强对办公场所、食
堂、浴室、宿舍等区域的消毒工作，要求
全员强制佩戴口罩，推迟一切群体性活
动、会议， （下转A3版）

中天钢铁捐赠1000万元
支持疫情防控

本报讯 本月 5 日，武进不锈公司
通过天宁区红十字会为抗击疫情捐款
500万元。这笔捐赠是截至目前天宁公
益慈善组织接收到用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单笔最大捐赠。

2月3日，武进不锈公司紧急召开董事
会，审议并通过《关于捐款500万元人民币

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的议案》；2月4日，500万元转账到位。

天宁区红十字会现场向捐赠方出具
接受捐赠收据，并颁发捐赠荣誉证书，承
诺及时向上级汇报，按照企业意愿将捐
款执行到位。

（徐蕾 凃贤平 宋婧 张腾昊）

武进不锈捐款500万元
支持抗击疫情

2月6日，省卫生健康委发布我市
新增 3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
诊病例。

病例25：患者男性，50岁，长期居
住于武汉市武昌区，现居住于经开区
横林镇。该患者与病例 26（其妻子）、

病例 27（其儿子）为同一家庭，全家于
1 月 20 日自驾从武汉返常。目前，该
名患者在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病情
平稳。该家庭已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40人并实施医学观察。

病例25行经路线：

1 月20日凌晨2:00自驾从武汉
至常州，中午12:00抵达常州住处；
13:00自驾前往巨尊商务宾馆（横林
镇水厂路）洗浴，逗留约3小时；20:30
步行前往邻居家喝茶，逗留约2.5小
时。其他时间居家未外出。

1 月21日10：00自驾前往崔桥街
司南面馆就餐，约30分钟；10:30自驾
前往朋友公司喝茶，约2小时；后至邻
居家吃午饭，饭后回家；（下转A3版）

情 况 通 报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常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又有 3 例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至
此，我市累计已有 5 例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确诊患者出院。

昨天出院的 3 例中，年龄最大
的 67 岁，最小的 7 岁，均为女性。
她们在一月份陆续由武汉返回常
州，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
转入市三院负压病房进行医学隔离
观察治疗。通过市级医疗救治专家
组和市三院感染科救治团队的精心
治疗和护理，临床症状均消失，各项
化验指标恢复正常。经过市医疗救
治专家组评估，3 例患者符合国家
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
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

“你们回家后要注意休息，生活
规律，保持愉快的心情。”市级医疗

救治专家组副组长、市三院感染科
主任徐天敏在祝贺她们出院的同时
不忘叮嘱。现场，市三院党委书记
马明珠、院长戴虹为3名出院者送上
鲜花和祝福，并送给小朋友薯片等
小礼物，满足她说过的“小小心愿”。

主治医师顾曦感慨地表示：“看
着患者一天天好转，是我们医生最
开心的事。特别是昨天下午，都在
等最后的检测结果复核，当接到再
次确认复核核酸阴性的消息时，我
们比患者还激动。”

“真的太感谢这些医护人员
了！”出院后的王某不断重复着这句
话。她说：“大概是确诊后第二天的
样子，我的情绪简直太低落了，又害
怕又自责，担心传染给家人。那是
最困难的时候。但是，医护人员没
有冷落我。 （下转A3版）

年龄最大的67岁，最小的7岁

我市又有3例
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本报讯 记者从市社保中心获
悉，到昨天，我市已出院的5名新冠肺
炎治愈者均已完成医疗费用预结算。
目前，5 人共发生医疗费用 77752.33
元，医保基金预支付 63426.57 元，个

人负担部分由财政予以补助，无需个
人支付。

自此次疫情发生以来，市社保中
心全面贯彻落实上级部门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社会

保障经办工作，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
题影响就医。对确诊或疑似为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无论是本地
参保还是异地就医的人员，都在医院
实行先行救治，确保收治医院不因支
付政策影响救治。

为切实减轻医院的垫付压力，市
社保中心已于 1 月 24 日向常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预拨医保资金 500 万元，
用于救治确诊或疑似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 （社保 韩晖）

我市5名新冠肺炎治愈者共发生医疗费用77700多元

个人负担为“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