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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城事
防控不放松 复产不误工

“员工是否实行每天每人4

次体温监测？有没配备足够防

疫物资？”日前，九江镇卫计局联

合安监、消防、卫监、环保、工商、

属地村居等部门单位组成联合

检查队伍，对企业疫情防控措施

和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开展

督导检查。其中，上东一家具企

业生产车间因安全生产措施不

到位被强制关停。

当日，检查人员首先来到位

于上东社区的一家具生产企业，

认真查看了门岗体温检测点，并

详细询问了员工回流、防疫物资

购置、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当

了解到该企业有10多名来自疫

情高风险地区的员工时，镇传染

病防治组人员提醒企业负责人

劝谕他们延迟回来九江，切勿擅

自通知他们上班，积极配合镇、

村各级防疫措施。

随后，检查人员走访该企业

的车间，发现其中一个生产车间

粉尘较大、杂物乱堆放，检查人

员随即按照相关规定，对该车间

予以关停整顿。

“安全帽、安全带都没戴，马

上让他们下来！”在镇南良涌村

一家装饰板业企业，两名工作人

员正违规进行高空作业，情况相

当危险，检查人员马上叫停该行

为，并对企业负责人进行教育。

自年初以来，镇卫计局成立

巡查组，分组、分片进行村居疫

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指导检

查工作。要求企业复工复产时，

必须做好健康管理员设置、测体

温、建立健康登记台账，落实员

工的防护物资储备、环境卫生杀

毒等防疫工作，把疫情防控放在

跟复工复产同等重要的位置，抓

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坚持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

文/图见习记者邓泳雯

通讯员黄芷君

大声公

周知

科学戴口罩，对于新冠肺炎、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具有预防作用，既

保护自己，又有益于公众健康。日前，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关于印发公

众科学戴口罩指引的通知》,对不同场景下戴口罩提出科学建议。

根据九江镇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于3月

23日发布的公告，对清明祭扫提

出如下要求及安排：

一、自即日起，九江镇大望山

墓园实行全封闭管理，暂停现场

祭扫活动，除保留骨灰存放业务

外，暂停其他相关业务办理；镇内

民间信仰场所、宗祠等场所停止

一切集体性现场祭扫活动。

二、自即日起，全镇范围内禁

止在山林、草地、道路、广场、小区

等公共区域燃放烟花爆竹、焚烧

香烛纸钱冥物等。

三、九江镇大望山墓园提供

网络祭扫、代献鲜花、挂黄丝带、

寄心语卡等替代性祭扫服务，满

足广大市民朋友寄托思念、缅怀

先人的需求。

四、请广大市民朋友相互转

告并及时告知在市外、海外的亲

属、朋友，暂缓回乡祭扫，在外地

的亲属可通过网络祭扫等方式表

达对先人的思念和寄托。

根据《佛山

市家具制造和机

动 车 维 修 行 业

VOCs深化整治

资金奖励工作方

案》，按“以奖促

治”，“企业承担

为主，政府适当

奖励”原则，生态

环境部门拟对南

海区家具制造、

机动车维修行业

落实完成VOCs

深化整治工作要

求的企业予以一

定奖励，引导企

业深化治理和绿

色生产，每家企

业奖励金额最高

可达30万元。

九江开展企业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1 建立员工健康卡，

一人一档，指定专门的健

康管理员进行监测登记；

2 一天至少4次进行

员工体温监测：上午上班、

上午下班、下午上班、下午

下班 4 个时段各一次，督

促员工戴口罩；

3 一周开展两次以

上杀毒,登记在档；

4 防疫物品如口罩、

消毒液、测温仪、洗手液等

物资要配备充足。

生产车间粉尘大 整顿整顿！！
■■检查人员指导企业做好监测登记检查人员指导企业做好监测登记。。

绿柳如烟，又是清明时，当亲

情与哀伤放在一起，揪心的思念

便刻骨铭心。

3月23日，九江镇发布《关于

九江镇疫情防控期间清明祭扫活

动的通告》，要求暂停大望山墓园

现场祭扫活动。

今年清明，我们提倡读者采

取网上祭祀、居家追思等方式缅

怀先祖、寄托哀思。对此，《儒林九

江》推出清明追思征集平台，让大

家通过文字追忆亲人、告慰逝者，

表达出深藏在心底的一份感情。

无论是小故事，还是追思文，

最难能可贵的是一份哀思和怀

念。你可以通过扫描右方二维

码，在页面最后写下文字，让《儒

林九江》为你寄出思念。

这个清明，大望山墓园全封闭

小口罩有大学问
佩戴使用有讲究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

餐饮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

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

上岗工作。餐饮从业人员办理

健康证明，主要内容为检查既

往病史、体格、肝功能、常规微

生物项目等。

根据最新政策，2月10日至

4月30日期间，九江镇将免除餐

饮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明费用。

享受对象为在南海区有资质的餐

饮服务单位的从业人员，到南海

区有资质的公办医疗机构办理健

康证明，都可以免除费用。

根据文件规定，南海区餐

饮从业人员在 2020 年 2月 10

日至4月30日期间办理健康证

明都可以享受这个免除政策

的。考虑到餐饮行业的特殊

性，申报的期间延长到 5 月 4

日，即这个日期之前都可以向

南海区市场监管局申报免除办

理健康证明费用。

注意！根据佛山市龙翔大桥及引道工程施工计划，从3月20日起，九江龙

高路主线钢铁西一路至南九路和龙高路T字路口段单向将封闭，封闭期为一

年。期间，该路段保持主道单向，人行道不变。请过行车辆注意交通

指示标志，减速慢行。

征集

清明将至，邀你“云追思”

（一）处于人员密集的医院、

汽车、火车站、地铁站、机场、超市、

餐馆、公共交通工具以及社区和单

位进出口等场所。

●防护建议：在中、低风险地区，

工作人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

医用外科口罩。在高风险地区，工作

人员戴医用外科口罩或符合KN95/

N95及以上级别的防护口罩。

（二）在监狱、养老院、福利院、

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以及学校的教

室、工地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

●防护建议：在中、低风险地

区，应随身备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在人员聚

集或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

1米）时佩戴口罩。在高风险地区，工

作人员戴医用外科口罩或符合

KN95/N95及以上级别的防护口罩；

其他人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普通公众怎么做？

（1）居家、户外，无人员聚集、

通风良好。

●防护建议：不戴口罩

（2）对于与居家隔离、出院康

复人员共同生活的人员。

●防护建议：带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3）对于咳嗽或打喷嚏等感

冒症状者。

●防护建议：带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4）处于人员密集场所，如办

公、购物、餐厅、会议室、车间等；或

乘坐厢式电梯、公共交通工具等。

●防护建议：在中、低风险地

区，应随身备用口罩（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在与

其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 1

米）时佩戴口罩。在高风险地区，

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特定场合人员怎么做？

1、呼吸防护用品包括口罩和

面具，使用前、脱除后应洗手。

2、佩戴口罩时注意正反和上

下，口罩应遮盖口鼻，调整鼻夹至

贴合面部。

3、佩戴过程中避免用手触摸

口罩内外侧，应通过摘取两端线

绳脱去口罩。

4、佩戴多个口罩不能有效增

加防护效果，反而增加呼吸阻力，

并可能破坏密合性。

5、各种对口罩的清洗、消毒

等措施均无证据证明其有效性。

6、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

外科口罩均为限次使用，累计使用

不超过8小时。职业暴露人员使用

口罩不超过4小时，不可重复使用。

整理/见习记者邓泳雯

口罩使用注意事项

福利

九江免除餐饮从业人员健康证办理费

政策

这些企业完成整治，最高可奖30万元

在南海区注册且具备环保手续（含登记

表备案），实施生产工艺改造或者治理模式

升级（原辅材料油性改水性、取消油性喷涂

作业工序、进入区域性绿色共享中心、采用

高效废气治理技术），且审查合格的涉

VOCs排放家具制造和机动车维修企业。

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3月

31日止，期间完成生产工艺改造或者治理

模式升级（不包括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新

建、扩建的企业或生产线设施），未享受市、

区、镇（街）拨付的同类型资金奖励的企业。

奖励对象

奖励范围

申报时间
即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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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龙高路主线右幅（包括辅道）封闭一年

统筹/见习记者 何美芬 文/见习记者 何美芬 沈芝强

企业防疫要点

封闭位置
龙高路主线右幅（包括辅道）：钢铁西一路至龙高

路与南九路T字路口段。

封闭时间 2020年3月20日上午10:00~2021年3月20日10:00

建议
绕行路线

高明大桥→九江大道→璜矶大道→龙高路→龙江

龙江→龙高路→璜矶大道→九江大道→高明大桥

制图/杨淑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