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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重点
防控不放松 复产不误工

进村入户
了解务工需求

“我们进村入户了解到，

部分贫困户务工人员受疫情

影响找工作比较难，而且他们

获取招聘资讯的渠道比较单

一，基本是通过亲友介绍。”丹

灶镇驻镇安镇西安村、民乐村

和永星村的第一书记在开展

工作时了解到这些情况。为

帮助贫困户，他们立即联系丹

灶人社分局，通过人社分局联

系镇内企业，为务工人员物色

合适的就业岗位。

丹灶镇扶贫工作组与企

业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后，再

通过镇安镇四个省定贫困村

的贫困户微信群，把企业招

聘信息发送给务工人员，同

时，各驻村第一书记、村干部

还入户宣传，了解务工人员

意向。

经过多方宣传，西安村

和民乐村共有6名务工人员

有意向到丹灶工作。经过

线上面试后，3月 7日上午，

南洋电机电器有限公司派

出专车抵达镇安镇，接这 6

名务工人员到岗上班。“我

们派专车接送，一方面是为

了减轻他们的车费负担，另

一方面是确保防疫到位。”该

公司行政人员劳福文说。

不仅如此，丹灶扶贫工作

组在疫情防控期间，还为对口

帮扶的镇安镇筹措了50桶1

吨84消毒液、200套雨衣、600

个口罩、750对手套等防疫物

资。

提供住宿
和岗前培训

“请稍等，需要先测量体

温再入厂。”自复工以来，南洋

电机电器有限公司每天都要

对员工进行防疫检测。3月

10日一大早，来自镇安镇的刘

先生经体温测量后进入工厂，

开始一天的工作。刘先生说，

经过岗前培训，他已慢慢适应

这里的工作。

除了岗前培训，企业还为

他们免费提供住宿，在生活

和工作上给予帮助。“这个时

期找工作比较难，所以有人

到村里告知我们有工作招

聘，就报名跟着来了。”刘先

生表示，非常感谢丹灶的相

关部门和企业给予他们关心

与帮扶，让他们有了稳定的

收入来源，接下来一定要努

力做好工作。

南海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内有厂企、店

铺近400间，出租屋24

处，人员信息量如此庞

大，该如何采集？仙湖

管理处在丹灶镇委镇政

府、丹灶镇疫情防控指

挥部工作部署下，采取

挂图作战，将园区按网

格化分成三大片区，近

百名工作人员化身网格

员进行“地毯式”排查，

对规模以上企业和出租

屋等单位进行微网格管

理，对园区内所有员工

的信息进行细分并归

档，便于后期对全园区

员工进行跟踪摸查。

“必须掌握所有企

业员工的信息，才能保

障园区安全。”仙湖管理

处副主任潘广生介绍，

目前该园区依托“大数

据+网格化”，在排查疫

情发生地返岗员工信息

的同时，也逐步开展境

外返岗员工的信息排查

工作。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肖

越群摄影报道）日前，丹灶镇初

级中学（以下简称“丹灶中学”）

开展疫情防控应急演练活动,

模拟面对师生突发乏力、发热

等情况的应急就诊和防控工

作，并录制和上传演练视频，供

镇内其他学校、家长和学生学

习应急措施。

■应急演练
检验各校应急处理能力

本场演练模拟了探温组成

员在校门口发现一名体温异常

学生，立即通知校医对该学生

手部进行消毒，然后带至侧旁

隔离观察区，并对该学生再次

测量体温，发现其体温依然偏

高后，则转移入院收治和电话

通知家长。

“今天进行了3次演练，主

要内容是针对师生在校园内各

场所突然有发烧等症状时如何

进行应急处理。”丹灶中学副校

长黄爱珉介绍，学校还邀请专

业摄像师为此次演练录制视

频，通过网课、学校公众号、家

长群等方式进行传播，展现突

发事件应急处理全过程及注意

事项。

连日来，上述演练情景在

丹灶镇内多家学校、幼儿园上

演，以此检验各校的应急处理

能力，确保突发事件得到及时

有效处置。此外，丹灶镇教育

局成立8个防疫工作小组，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措

施，强化健康培训教育，形成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周密防控体

系，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静候开学
各校已备好防疫物资

走进丹灶中学，记者看到

校门口已准备好红外线测温仪

和显示屏。老师为记者进行了

演示，靠近测温仪，体温就能显

示出来。“因为识别快，开学后

可避免同学们或车辆进校拥堵

聚集。”黄爱珉说。

根据要求，丹灶中学在每

间教室和宿舍分别安装了8个

和2个紫外线消毒灯，每天消

毒一小时。黄爱珉说，一个多

月来，学校全力做好当前的防

疫、线上教学、复学准备等工

作，全力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目前镇内各个学校已经

储备了充足的防疫物资，包括

手套、洗手液、消毒液等。这些

物资一部分由区教育局和镇政

府采购，一部分来自家长和企

业的爱心捐赠。”丹灶镇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突发

情况，教育局也做好了对应的

预案，并要求各校结合实际情

况，不断完善学校的返校准备

方案。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吴

玮琛)日前，丹灶罗行社区卫生

服务站建设工程动工。该卫

生站预计于今年年底投入使

用，辐射罗行社区、中安村、下

滘 村 、高 海 社 区 共 4 个 村

（居），为村民提供良好的就诊

环境和优质的基层医疗服务。

新建的罗行社区卫生服

务站位于丹金大道旁与罗行

通心涌路路口交汇处，站点

用地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建

筑物占地面积约350平方米，

楼 高 四 层 ，总 建 筑 面 积 约

1200平方米，投入资金约500

万元。

建成后该卫生服务站将

配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医疗设

备，设有全科诊室、治疗室、家

医工作室、中医馆、B超室、心

电图室、检验室等，配备特色

的社区中医馆、社区优质护理

服务和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

周边居民提供常见病、多发

病、慢性病的诊治和免费的公

共卫生服务。

据悉，原本的罗行社区卫

生服务站建于 2008 年，已无

法满足当下的基层医疗需

求。为优化村民的就诊环境，

罗行社区与相关部门多次协

商，最终选定了罗行社区卫生

服务站的新址，并进一步投入

规划和建设，满足周边居民的

日常就诊需求。

今年，丹灶预计重修或新

建1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进一

步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

覆盖面和质量，提高群众对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知晓度和

获得感。接下来，丹灶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将带领各个社

区卫生服务站不断优化服务

机制，建立和完善双向转诊机

制、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建

立有效便捷的预约服务流程、

建立有效的医防融合服务模

式等服务机制。

贫困户就业难

政府来帮忙

罗行社区卫生服务站
建设工程动工
丹灶计划今年重修或新建12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学校录制防疫演练视频
展现突发事件处理过程
镇内各校全力做好防疫、线上教学、复学

准备等工作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

李阳 通讯员/梁莹）远程面

试、定点接送、到岗上班……

近日，来自云浮市云安区镇

安镇的6名贫困户务工人员，

在丹灶镇扶贫工作组和丹灶

企业的帮助下，乘坐专车抵

达南洋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开启他们新的工作和生活。

受疫情影响，许多复工

厂企用工量减少，镇安镇部

分想外出务工的贫困户面临

就业难问题。了解情况后，

丹灶镇扶贫工作组当起“红

娘”，为对口帮扶的贫困村人

员与用工单位牵线搭桥，主

动联系镇内有用工需求的企

业，助力解决贫困户的就业，

做到防疫扶贫两不误。

丹灶扶贫工作组帮助对口

帮扶的贫困村人员和用工

企业对接，解决就业问题

“地毯式”排查掌握员工信息
组建微信群宣传防疫知识
仙湖管理处运用网格化手段管理工业园区，将防疫工作做实做细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吴玮琛

摄影报道)在南海国家生态工业示

范园区内，工作人员身穿网格员制

服到企业巡查，询问企业负责人是

否有疫情发生地或境外人员返岗，

并检查企业日常防疫措施是否落实

到位……每天，仙湖管理处近百名

工作人员都会到南海国家生态工业

示范园区开展防疫巡查工作，只为

保障园区内每个企业员工的安全、

健康。

仙湖管理处还组建防疫工作

微信群，将园区内企业、店铺、出租

屋等的相关负责人拉进群，让他们

能及时上报员工的信息，同时做好

防疫宣传等工作。

据登记在册的员工信息数据

显示，3月份以来暂无境外人员返

回园区的情况发生，但部分企业的

疫情发生地籍员工需返岗工作。

园区工作人员将密切留意他们的

情况，要求其出示出入证明、身体

健康证明、出行轨迹排查等资料方

可返回丹灶，并依法依规落实集中

隔离和居厂隔离“硬管控”措施。

“目前企业还有2名疫情发生

地籍员工未返岗。”金田工业（佛山）

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汽车零部件

的日资企业，每天做好消毒工作，并

配备洗手液、消毒液供员工使用，做

好企业内各项防疫措施。该企业管

理部代理部长刘艳晶介绍，企业将

积极配合仙湖管理处的各项工作安

排，及时上报和汇总企业防疫情况，

落实企业防控主体责任。

仙湖管理处将持续严控园区

内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企业全体员

工信息采集，切实做到管控有力度、

服务有温度，毫不松懈地防控境外

疫情输入，严防死守打好疫情防控

阻击战。

微网格管理
全面掌握企业员工信息

组建微信群
加强防疫宣传力度

■■仙湖管理处工作人员检查企业防疫物资准备情况仙湖管理处工作人员检查企业防疫物资准备情况。。

■■在应急演练中在应急演练中，，校医为体温异常的学生进行手部消毒校医为体温异常的学生进行手部消毒。。

■■除了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除了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丹灶镇还帮助丹灶镇还帮助33个对口帮扶贫困村筹措一批防疫物资个对口帮扶贫困村筹措一批防疫物资。（。（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