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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 闫鸿）5月8日，
17时30分许，一辆辆配送蔬菜车辆分别到

达城西区杨家寨、晨光村、世通国际、火东
村、格林兰郡等重点区域。这是第一批重

点区域的物资配送，接下来城西区还将按
照居民要求，开通线上配送方式，满足更多
市民的生活需求。

“接到配送任务后，我们迅速购菜、配
菜、装车，保证第一时间把生活必需品送到
位。”负责配送的工作人员说。在格林兰郡
小区门口，消杀工作人员提前进行了彻底
消杀后，铺出了一片区域，就等配送车辆的
到达。随着几辆挂着“政府物资保障”横幅
的车辆到达，拉满了蒜薹、萝卜等4类蔬菜
以及鸡蛋、牛奶的生活物资到达了，工作人
员还细心地把每4种蔬菜打包成了一袋。

“这每一袋子就是一户居民两天的配送
量。目前，我们计划每三天配送一次，并按
照居民的饮食习惯做好食品分类。”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据悉，该小区共配送了408户居民的
生活物资。此外，随着其他重点小区配送
工作的同步进行，当日共配送物资 5184
户。

民以食为天，面对疫情防控战时状
态，市民担心生活物资供应跟不上，会影
响正常生活。5月8日，记者分别前往商
超、小区周边、各连锁便利店等进行走访，
看到市民生活井然有序，超市、便利店、农
贸市场等均正常营业。

10时许，记者在城东区一超市看到，
店内无论是蔬菜区还是水果区都物资充
足，苹果、香蕉、土豆、黄瓜等果蔬品类丰
富、摆放整齐。一位前来购物的市民告诉
记者，担心买不到菜，他一早便外出采购，
没想到店里什么都有。交谈间，他向记者
展示了购买的新鲜果蔬和一袋大米。“经
过上一轮静态管理，让不少居民担忧物资

供应问题，其实市场供应充足。我们店每
天都会进很多货，一定保证供应齐全，也
请居民放心。”超市工作人员说。

14 时 15 分，城西区盐湖巷的几位居
民做完核酸后，陆续走到了虎台二巷的菜
铺，在门前间隔两米排队，扫“双码”后购
买。“盐湖巷内没有开着的菜铺，我们看了
下距离最近的菜铺就是这里，大家都有序
排队购买。”居民李阿姨说。

记者随后走进一家便利店，看到琳琅
满目的商品摆放整齐，零食、饮料、日常用
品等物资充足，便利店内的工作人员正忙
着整理货物。“今天早上我们还正常进货，
对于需求量大的物品，我们都会及时补

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悉，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5

月 4 日至 6 日蔬菜日均进货量 1900 吨以
上；5月7日，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
库存蔬菜 1902.8 吨、水果 2252.4 吨、鸡蛋
86.7吨、肉类26.9吨。西宁仁杰等3家粮
油批发市场库存大米 5681.8 吨、面粉
4206.7吨、食用油2074.3吨。全市蔬菜等
重要生活物资供应充足、品种齐全。市商
务局持续与保供配送企业对接，协调物资
生活保供车对城西区封控区点对点配送
蔬菜等生活物资。后期将根据城西区疫
情防控实际需要，对配送物资再进行调
整。 （记者张弘靓）

本报讯（记者 施翔）记者从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获悉，截
至 5 月 8 日 9 时，西宁市湟源县、城西区

区域核酸检测筛查中，送检样本 37.38
万人份，完成检测 37.38 万人份，在城西
区重点管控人群中检出阳性样本 7 人份

（系市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第 84 号
通告发布的阳性感染者 16—22 号），其
余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本报讯（记者 王紫）紧急集合，迅速
行动。5月7日，由省级医院、市级医院共
同组织的数百名医护人员全力支援城西
区核酸检测工作。蓝色帐篷前，医护人员
化身“大白”，一丝不苟地按照标准规范，
为城西区的市民们认真细致地采集核酸
样本。

记者了解到，由我省省级医院、市级

医院分别再次派出的参与此次核酸检测
采样的医护人员，当天一大早快速出动，
迅速到达，在城西区各核酸检测采样点开
展了核酸采样任务。他们穿着防护服严
格按照规范流程开展工作，接受核酸采样
的城西区的市民们纷纷感谢这些白衣天
使们的勇敢和担当。

记者与参加此次核酸采样医院的工作

人员通过电话连线了解到，此次在城西区各
核酸检测采样点开展核酸采样工作的人员，
大多数都是参加过前几次核酸采样工作、冲
锋在前、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在各核酸采
样点忙碌的医护人员们，奋战在抗疫一线无
怨无悔，用实际行动保护着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彰显了医护人员的责任和
担当。

立即启动、争分夺秒、连夜搭建，53
个采样点、152个采样台，当晨曦中一顶顶
蓝色防疫帐篷搭起来的时候，湟源县撑起
了守护群众安全的“保护伞”。

这是一场战役，来不得一点懈怠，容不
下一丝马虎。5月6日，湟源县发现1名新
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当日24时，
湟源县城关镇、大华镇、巴燕乡实施静态管
理，五个防控小组迅速响应，按照市专家组
意见合理划分“三区”，对风险地点以楼栋
为单位进行隔离管控，对重点场所和风险
地点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消杀工作。县
卫生部门采取“大数据+监控视频”方式，
全力排查混采样本人员，便于第一时间进
行调度处置。12人组成的流调专班开足
马力运转，将流调信息及时反馈至疫情防
控的中枢大脑，让防控速度不停顿。

这一夜，全县各部门闻令而动，连夜

搭起 53 个采样点所需的帐篷，交警值守
在各个路口，295名医务人员连夜集结奔
赴各核酸采样点，235名一线民警守卫在
一线站岗执勤，全县1337名志愿者和304
名机关党员干部纷纷出动，下沉一线，全
力服务保障核酸检测工作。

5月7日8时30分，城关镇、大华镇、
巴燕乡开展区域人员核酸筛查，距离实施
静态管理措施仅用8 个小时。“虽然大家
一夜没睡，但是这样的全力以赴，值得！”
社区工作人员说。期间，核酸检测采样、
清洁消杀、送餐服务、垃圾清运、人员转运
等各环节管控措施，严格闭环管理，严防
交叉感染。按照“三区两通道”标准，升级
改造隔离宾馆，储备隔离宾馆5 家，严格
落实“一点一专班”责任机制。在从严从
实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提升科学防控水平
上见证“湟源力度”。“速度很快，秩序很

好！感谢所有的逆行者！”刚刚做完核酸
检测的巴燕乡新寺村村民沈溪感激地说。

重点区域内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受到了广大居民的关注，湟源县全力保障
各类物资稳定供应。物资保障组积极与具
备条件的76家超市、粮油店、便利店签订
供货协议，启动循回保障服务车，全力保障
静态管理区域居民物资供应。为缓解静态
管理下的交通运输压力，交通运输部门共
协调出租车、教练车共280余辆，组成抗疫
服务车队，全力做好湟源县核酸检测运输
保障。卫生部门为一线工作人员分批次发
放一次性医用防护服、医用外科口罩、医用
N95防护口罩、护目镜等1.3万余件（个、
双），免洗手消毒凝胶、75%乙醇（2500ml）等
1400余瓶。“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充足的物
资，完善的装备，疫情防控工作的“湟源温
度”让大家感觉到了踏实。 （记者 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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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疫情防控处置工作会议召开

闫鸿闫鸿 摄摄

本报讯（记者施翔）5月8日，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市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指挥长陈瑞峰主
持召开市疫情防控处置工作专题会议，传达学习5
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十三届省委
第189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对全市疫情防控处置工
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精神，
从践行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战略高度，深刻、完整、
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不折
不扣的抓好贯彻落实，以一个潜伏期内控制住疫
情的实际成效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
会胜利召开。市领导孔令栋、李小牛、南海晏、管
新民、肖向东、吴志城、韩兴斌、陈雪邦、王刚参加
会议。

陈瑞峰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我市疫情防控
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把抓好疫
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发扬连续
作战的作风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坚决在一个潜伏
期把疫情控制住。要坚决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强屏
障，抓住关键期和窗口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抓细核酸检测、流调、隔
离转运、社区管控等重点环节，做到应检尽检、应
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要紧盯重点场所和
重点人群，确保封控区、隔离点、救治医院和一线
工作人员等防控措施落实到位、操作规范、基本物
资保障充足；要从严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切
实把社区提级管控落实到行动上，切实加强外防
输入各项工作；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严防严控、
联防联控，教育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增强责任意识
和自我防护的意识，自觉承担好疫情防控的责任
和义务。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主要负责同志要一线指挥、一线作战，到一线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广大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多喊

“跟我上”，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加强作风能
力建设，及时宣传报道疫情防控斗争中涌现出的
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
作用，凝聚起同心抗疫的强大合力。

孔令栋在安排部署工作时指出，要始终保持
清醒头脑，深刻认识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根
据病毒变异和传播的新特点，因时因势不断调整
防控措施，以变应变、以快制快，用最短时间切断
疫情传播链条，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要
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做好社会面提级管控工作，坚
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抓实抓细
重点区域管控、重点机构管控、重点场所管控。严
防死守外防输入关口，加强来宁返宁人员管控、

“两站一场”防控、冷链总仓防控。有序组织核酸
检测工作，加大宣传发动力度，强化各部门沟通协
调，科学统筹人力物力。要加快流调溯源速度，优
化隔离转运机制，做好终末消杀。要强化能力作
风建设，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持续压紧压实责任，
严肃工作纪律，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坚决守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抗击疫情的实际
成效，在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交出合格答
卷。

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市委有关部门、市直有
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区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西宁经济开发区各园区管委会主
要负责同志、各县区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后，陈瑞峰、孔令栋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
入城西区世通国际、海湖星城、火东小区、富兴花
园、格林兰郡等小区，实地暗访督导社区疫情防控
措施落实情况，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市领导南
海晏、管新民一同前往。

“封控区物资保障怎么样？居民需要能不能满
足 ？”“ 环 境 消 杀 多 久 一 次 ？”“ 防 护 物 资 够 不
够？”……每到一地，陈瑞峰都与社区工作人员、执
勤民警、志愿者、一线工作人员等深入交谈，详细询
问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现场就有关问题提出整改要
求，并向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亲切慰
问。

陈瑞峰强调，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社区防控是重要关口和基础环节。要配齐配强
力量，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封控区人员
管理，确保封控区封到位，做到足不出户。要依
托专业消杀队伍，严格规范开展环境消杀，环境
消杀、阳性感染人员入户消杀一定要及时，确保
消杀工作无死角、全覆盖。要严格规范垃圾处
置，落实专人专车专线要求，运至指定处理厂处
理，确保做到闭环管理。要全力做好封控区物资
保障工作，确保防控应急物资调拨有序，市民基
本生活需求有保障。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弦，严
格按照操作规范开展工作，严格落实个人防护措
施，坚决守住一线工作人员不受感染的底线红
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