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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道不变坚持道不变、、志不改志不改，，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也
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坚持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
己力量的基点上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坚持把中
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握在自己手中。。

本报讯 继 11 月 22
日圆满完成第一轮区域核
酸检测后，按照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部署安排，昨天 5
时，我市启动了第二轮区
域核酸检测工作，在全域
启用 1079个核酸采样点，
其中增设70个“黄码”人员
核酸采样点，进一步加大
筛查力度，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

“‘绿码’排在左边，
‘黄码’排在右边。”当天上
午8时，记者在玉城街道县
前社区女人街核酸采样点
看到，与往常不同的是，现
场增设了“黄码”人员采样
专区。现场市民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有序排队等
候，自觉配合完成测温、扫
码、采样等相关流程，现场
秩序井然。

据悉，11月22日，不少
市民发现自己的健康码变
成了“黄码”，经市防疫指
挥部消息提示，这些市民
因与阳性病例存在时空上
的交集，必须保证三天三
检核酸阴性，健康码才会
转为“绿码”。

“我们在采样点划分
出2个区域，每个区域配备
了 2 名检录人员、2 名医
生。按照第一轮区域核酸
检测要求，‘绿码’人员 1:5
试管混采，‘黄码’人员 1:1
单采。”县前社区党总支书
记王如宝说，开辟“黄码”
人员专用通道，可避免“黄
码”人员与“绿码”人员交
叉，不仅能有效提高采样
效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疫情传播的风险。

“第一轮核酸检测后
突然看到我的健康码变成
了‘黄码’，心里挺紧张的，
所以一大早就赶来了。没
想到现场做了分区，我觉
得很贴心，这样采样的速
度也快，没一会儿就排到
了。”市民苏女士还为现场
值守的防疫人员和社区工
作人员点赞，“他们这几天
都很辛苦，我们要积极配
合核酸检测，做好个人防
护，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
负责。”

玉城街道南门社区步
行街核酸采样点同样也做
了分区。每个区域都排着
长队，为了避免市民排错
队伍，社区工作人员在现
场及时做好提醒，保障核酸采样快速、有序。

“我们这个采样点人流量比较大，第一轮区域核酸检测
时，我们不吃不喝从5时一直忙到12时才结束。”南门社区社
工蔡翔宇说，虽然工作辛苦，但为了确保每一位市民都能应
检尽检，再苦再累都要坚持。

截至昨天下午 3时，第二轮区域核酸检测共采样 64.8万
人次，结果均为阴性。

集中隔离点新增2例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
今天，我市将继续进行第三轮区域核酸检测，请广大市

民就近前往核酸采样点进行采样。
（张思寒 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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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本轮疫情发生后，台州
市卫健委紧急从临海、椒江、路桥等
地医院抽调了14名检验人员，组成核
酸检测支援队，并于 11月 22日下午
抵达玉环。

昨天上午 7时，在市核酸检测基
地，支援队的14名检验人员已进入紧
张的工作状态，签收、录入、提取、扩
增、分析，检测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如图）。

来自台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的
王佳佳入职不久，这是她第一次赴外
地支援核酸检测，作为队伍里的年轻
力量，她主动承担起了加急批次样本
的取样和检测。

“一开始有点紧张，但一想到跟
我一起的都是经验丰富的前辈，我就
马上调整好心态，努力做好每一管样
本的检测。”王佳佳说。

相对于新人，台州恩泽医院检验
科的孙彤则展现出了老将风范，他曾
到宁波、天台等地支援，经验丰富，面
对庞大的核酸样本，他游刃有余。

“跟我以前的几次支援相比，玉
环的标本量要多很多，但好在玉环准
备充分，仪器设备都比较先进，人员
配备也比较足，我相信我们可以把检
测速度再提高一些。”孙彤说。

据悉，台州市核酸检测支援队在
玉环区域核酸检测期间，承担日检
2.5万管的任务量，有了他们的支援，
核酸检测报告将更顺畅及时。

“虽然大家都是第一次合作，但
配合默契、进展顺利，速度很快，3个
小时完成了 1万多管的检测，我们有
信心跟玉环一起战胜本轮疫情。”台
州市核酸检测支援队领队卢扬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昨天凌晨，
温岭市 70名志愿者赶到玉城街道各

核酸采样点，协助采集核酸样本。
温岭市中医院护士陈璐怡在凌

晨 4时 30分就到达了玉城街道西门
社区核酸采样点，随后立即投入核酸
采样工作。

“已经 5个多小时，手有点抬不
动了，我已经差不多完成了1000人次
的核酸采样。”陈璐怡一边工作一边
说道，“累了就咬牙坚持一下。”

据了解，这70名志愿者主要来自
温岭市各家医院，都是自愿报名参加
的。昨天凌晨3时集合后统一出发来
到玉环。

因为是凌晨到岗，一些不熟悉玉
环道路的志愿者只能在夜色中辗转
多个核酸采样点，在各点位工作人员
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工位”。

“说实话，挺累的，但温岭和玉环

是邻居，玉环有困难，我们肯定要过
来帮忙的！”刚刚在玉城街道城中路
附近完成核酸采样任务的志愿者
——温岭市中医院护士黄康洁说。

据悉，截至昨天上午，台州市各
兄弟县（市、区）共有84名医务人员来
玉支援。除了温岭市的 70名志愿者
是当天来回，14名检验人员将支援到
本轮疫情结束。（罗凯文 龚松 文/摄）

“玉环有难，我们肯定要帮忙”
兄弟县（市、区）医务人员及时驰援

本报讯 当前，我市疫情防控进
入关键期，为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市
民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11月 22日
下午3时，我市新开通11条疫情期间
民生服务热线和 14个行业部门咨询
电话，24小时在线，竭尽全力听民声、
排民忧、解民难。

“目前玉环客运中心所有班车全
部停开，具体恢复情况另行通知
……”昨天上午8时，当记者来到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时，市防疫民生服务热
线值班人员林尚旭正在耐心接听群
众来电。

“主要是解答老百姓关心的防疫
民生问题，如进出城条件，被赋‘黄
码’后有何限制、该如何处理等。”林
尚旭告诉记者，铃声就是“民声”，接

到热线后，能解答的要第一时间解
答，对于较为困难的问题，要及时上
报，启动涉疫紧急诉求交办处置机
制，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到位。与此
同时，我市还建立了回访机制，确保
接收的问题当日回访到位。

“我家的药没了，能不能代买。”
“什么时候有空，来给我测一下血
糖。”……昨天上午9时30分，在忙完
第二轮区域核酸采样工作后，医疗急
救小分队热线负责人舒雯接到了几位
居民的求助热线，她立即通知签约医
生葛宗波，上门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没想到一个电话就有专业的医
护人员上门服务，顺便把家里快吃完
的药也补上了，非常贴心，让我们居家
隔离暖暖的。”居民王国素笑着说道。

家住玉城街道锦元巷的王国萍
也深有感触。她说，当看到穿着防护
服的医护人员出现在自家门口时，悬
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我妈今年 86岁
了，是多年糖尿病患者。平时我都会
定期带她去附近的卫生室测血糖、血
压，封控期间出不了门，原本还担心
她的病情，现在医护人员送医送药上
门，服务周到，真的很感谢。”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应当义不
容辞地投入到这场战斗中，承担我们
的社会责任，照顾好每一位封控区居
民的身体健康，保证大家的安全。”舒
雯说，封控不封爱，这两天，医疗急救
小分队已为辖区72名高血压患者、39
名糖尿病患者、9名冠心病患者、7名
孕产妇提供“一对一”上门服务。

据了解，除了新增的11条疫情期
间民生服务热线和14个行业部门咨询
电话，各乡镇（街道）、玉环经济开发区
防疫24小时联系电话、市长热线、公安
情报中心、社会治理中心、无限玉环客
户端等“三情联动”服务平台也24小时

“在岗”，尽最大努力为民服务。
“截至目前，全市共接收处置各

类信息 1145条，内容包括物资保供、
供电、供水、就医等多方面。”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华汉领表示，每一条热线
背后，都是无数人的默默坚守，大家
一起用无私奉献构筑起了守护城市
的坚强防线，用平凡力量回应着市民
的关切和诉求，为玉环战“疫”注入源
源不断的暖意。

（张莺莺 王凌轩）

民生服务热线搭起战“疫”“连心桥”
已接收处置各类信息1145条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周
阳深入基层一线督查疫情防控工
作。

周阳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
“过不了防疫关就是过不了政治关”，
把“严”的总基调贯彻始终，严抓细
管、闭环落实、以快制快，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歼灭战。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应曙
华，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奚尊士参加
督查。

在玉环流调中心，各流调队紧张
有序开展工作，忙碌的身影来回穿
梭。

周阳仔细询问流调环节、信息结

果等情况，对流调员的辛勤付出表示
感谢，要求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做好
流调溯源工作，精准掌握风险人员行
动轨迹，科学研判、果断处置，该隔离
的一律隔离，该封控的一律封控，坚
决把潜在风险“捞干净”。

在玉城街道石井社区封控区，高
空中的无人机发出响声，不停地提醒
群众自觉做好隔离防控。

周阳仔细检查封控区隔离措施
落实情况，亲切慰问了守在路口的

“大白”。他要求，要做细物防工作，
科学、及时消杀生活废弃物，切实防
止交叉感染；要加强值班执勤，改善
驻点环境，确保防控人员高效投入战

斗。
县前社区女人街交错纵横，存在

一定的风险隐患。周阳仔细检查各
路口“防守”，了解居家隔离情况，要
求强化服务意识，落实暖心举措，让
居家人员安心隔离；要强化“硬隔
离”，严密防控防线，落实消防安全措
施，把风险牢牢控制在最小范围。

督查中，周阳强调，当前是疫情
防控的关键期，排查要“快”，管控要

“严”，全面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坚决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以最小
代价迅速扑灭疫情。要坚持“科学精
准”，完善条块联动、责任到人、无缝
衔接的工作机制，每打一仗，及时复

盘，查漏补缺，优化升级战法打法，形
成强大的协防之势。要落实更多暖
心举措，完善群众生活物资保障，做
好重要民生物资储备供给，及时回应
民生诉求。

（黄勇 金烨鹏）

周阳在督查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以快制快用最小代价迅速扑灭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