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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防群控织密家园“防护网”
西樵各界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守护人民群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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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各界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守护人民群众健康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他们奋战在抗疫一线！自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樵镇各级部门、基层组织及社会各

界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众志成城，织密家园“防护网”，

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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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樵镇政府各级领导、樵华社区全体工

作人员（医院，公安，疫情办公室人员）：

我是武汉居民，1月14日返回西

樵镇，因武汉天气寒冷，本想来西樵这

个美丽且温暖的地方过一个愉快的春

节，谁知遇到了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扩

散，为了安全，社区安排我们居家隔

离，每天都会早晚电话问候。后因我

们车是武汉牌照停到小区门口，居民

多次报警，社区工作人员于2月2日凌

晨来电让我们住进政府安排的隔离酒

店。

由于事情太突然，我们一家四口

没来得及收拾行李，就被带到酒店，我

们向医生说明了情况，已经来樵居家

隔离超过14天，本着对公众负责，医生

让我们住下来，抽血化验，没问题就让

我们回家。

本来以为是一句“官腔”，没想到

天一亮就来跟我们抽血，第二天就拿

到结果，就解除了医学观察，并且给我

们开了证明，有了这个证明，再也不会

给小区居民带来恐慌。

在酒店隔离这两天时间里，虽然

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跟我们联系的

社区工作人员、医生(带了口罩或防护

服)长什么样，名字也不知，但是他们真

的很温暖，知道我们走的急，没带小孩

护理用品，送午餐的时候就帮我送来

了，太让我感到意外了。真的太贴心

了。这是在五星级酒店都享受不到服

务。可我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做到了。

实至名归的为人民服务，让我们

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再次感谢

西樵镇政府领导以及所有为这次抗疫

情一线工作人员。让我们在西樵度过

了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坚信在西樵政府这么优秀的领导

班子的带领下，我们很快就能走出阴

霾，春暖花开。西樵加油！武汉加

油！中国加油！

来自湖北省武汉市一家四口

2月5日，一封特殊感

谢信送到了西樵镇政府的

工作人员手上，原来这封信

是出自刚解除集中隔离的

彭先生一家。

信中显示，彭先生一家

从疫情发生地回来后，已在

家进行自我隔离，但本着对

公众负责的态度，这一家还

是住进了政府安排的集中

隔离点，进行病毒核酸检测

等检查程序，以确认身体状

况。

在集中观察期间，彭先

生一家切身感受到了西樵

镇疫情防控工作的高效率，

“没想到天一亮就来跟我们

抽血，第二天就拿到结果，

解除了医学观察，并且给我

们开了证明，有了这个证

明，再也不会给小区居民带

来恐慌”。

不仅是彭先生一家，

在集中观察点的留观人员

也感受到了来自镇政府工

作人员以及医护人员的悉

心照顾。2月5日晚上，留

观点值班人员反映，某住

客进行健康检测时，体温

显示偏高，当值医生立即

联系西樵医院发热门诊安

排专车转移并诊治。因患

者首次在西樵医院就诊，

且随身忘记带钱，镇值班

人员当即协助患者办理门

诊卡，并垫付检查费 500
多元，让患者及时进行各

项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按

照应急预案，按照预先设

定的检查流程、专门通道，

为患者进行快速的诊治，

最大限度地减少与外界的

接触，防止交叉感染。当

晚，患者检查后由西樵医

院收治留院观察。

西樵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副主任何伟铜介绍，西

樵镇自启动集中隔离点后，

实行集中隔离点24小时轮

流值守，每天设置 3个班

次，每个班次安排卫计局、

派出所、社卫中心及政府工

作人员联合值守。日常里，

医护人员为留观人员送三

餐饮食，每日一份水果，一

天两次的健康监测，每周提

供两次汤水，同时还承担着

清洁、消毒，收集留观者生

活垃圾等工作。“有时候，留

观者自己的高血压、气管炎

的日常用药带不够，或者没

有充电线等生活用品，医护

人员都会记下来然后帮他

们送上去。”

为了舒缓观察心理压

力，强化对集中观察人员的

人文关怀，镇卫计局专门组

建了微信工作群，安排心理

咨询师教导集中观察人员

调节放松的技巧，并为有需

要的人进行单独沟通，以帮

助其缓解情绪。

喷气声、压板声、钉钉

声……声声交织，这是西

樵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副会

长单位佛山市亚百高包装

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亚百高”）的生产现场。

连日来，西樵印刷包装行

业协会的会员单位积极响

应号召，主动作为，为防控

疫情提供后方保障。有生

产药品包装纸箱、消毒液

纸箱等，有印制疫情防控

横幅、海报，企业都在用自

己的方式，为这场疫情防

控战役出力。

在大年初一，原本是西

樵文兴彩印厂总经理梁绍

炳一家人在家团圆，喝茶聊

天的时刻，却被一个电话铃

声打破了。他接到一个紧

急的订单——印制疫情防

控横幅和海报。彼时，工厂

里的全部工人都已经放假

回家。于是，梁绍炳便带着

一家13口人上阵，连续熬

了两个通宵，赶制出第一批

横幅和海报，并送往西樵镇

各个村（社区）。“一开始听

到是疫情防控的宣传资料

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紧

张，想要尽快印好，让村居

贴好，让更多市民知道，这

样的关键时刻我们也想要

发挥自己的作用。”凭借这

一家人的力量，彩印厂已经

生产疫情防控宣传横幅

1000条，海报和纸质通知

共 30000多份，为西樵镇

的疫情防控一线宣传工作

提供保障。

如西樵印刷包装行业

协会的会员单位一样，西

樵不少企业亦心系防疫工

作。2月1日，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位于西樵镇工

业园的广东金三发科技有

限公司立即复工支持下游

企业医用品生产，恢复了

其中2条生产线，100%产

能供应给下游生产隔离

衣、口罩的企业；西樵镇总

商会和蒙娜丽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向西樵镇政府捐

赠了价值约 14万元的物

资，包括约 40000个口罩

以及一批包围式帐篷和测

温仪。

“您好，您从哪里来？”“体温一

切正常，注意戴好口罩，做好防护

……”2月10日10时许，在广州

绕城高速西二环西樵出口的联合

检疫检查站，只见西樵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手持体温枪，对

着一部部入樵车辆的司乘人员进

行体温检测，动作重复一遍又一

遍，丝毫不敢怠慢。

“守好高速路口，做好疫情防

输入工作，就相当于守好了这场疫

情防控战的城门口，而我，也是一

名‘战’士，对此，我很骄傲！”现场

的医务人员表示。

据悉，自1月29日起，作为西

樵防疫安全“第一闸口”，西樵镇辖

区内的两个高速路口——广州绕

城高速南环段西樵出口、广台高速

西樵出口设置了联合检疫检查站，

由交警、派出所、国资委、高速公路

公司、卫健等多部门（单位）人员联

合组成的值岗人员每天对过往车

辆和人员的逐一排查。

现场除了检查过路人员体温

及身份证件，值勤的交警人员还特

别针对密封式货车、大客车、七人

座汽车展开车厢空间排查，防止人

员藏匿。为更快速做好检查工作，

西樵镇交警中队利用日常执法的

“移动鹰眼”系统应用到本次防疫

检查当中，识别疫情发生地的车

牌。

“24小时值守，严格把好防疫

安全关。”西樵镇交警中队副中队

长游永汉表示，截止2月10日上

午9时，广州绕城高速南环段西樵

出口和广台高速西樵出口共检查

车辆19885辆次、人员39665人
次。

西樵汽车客运站也开展 24
小时不间断的检查工作，要求所

有公交车落实出车前清洗和消毒

的措施，严格要求驾驶员出车前

测试体温，佩戴口罩上岗，并加强

车辆的开窗通风工作；对进站车

辆的司乘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工

作，为人民群众出行创造一个安全

的环境。

“我是党员，我先上！”面对来

势汹汹的疫情，西樵镇向全镇

7700多名党员发起“坚守初心·

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号召。至今，全镇3000多名党员

志愿者支援32个村（社区），让“红

马甲”遍布每个角落，筑牢战“疫”

的第一道防线。

站岗，量体温，做登记……从

年初二开始，凰樵圣堡业委会主任

林雄就亮出了党员身份，积极参与

到小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不仅主

动帮助物管公司购买围栏，防护小

区出入口，还与4位业主委员会委

员一起，放弃休息时间加入到物管

公司的值班站岗队伍中。“平时大

家都在各自所在的党支部参与组

织生活，有了临时党支部这个阵

地，小区业委会、物管公司、小区党

员志愿者的防疫工作更加积极。

希望通过党员的带头作用，为小区

居民的安全尽力作更多贡献。”林

雄说道。

据悉，为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在这次疫情中，

针对住宅小区多、人员种类复杂、疫

情防控难度大的城市社区，西樵镇

按照地域分布、人口密集程度，划分

开小区防疫工作片区。在镇党委的

带领下，各城市社区党委迅速行动，

成立小区防疫工作临时党支部。

目前，镇内 5个城市社区已

累计成立临时党支部11个。西

樵镇组织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临

时党支部展现了党员身份，确保

党员在哪里，党组织就延伸到哪

里。将机关党员下沉一线，带动

广大群众参与联防联控，让党旗

飘扬在防疫最前沿，让党员站在

战‘疫’第一线。”

党群齐心筑牢防疫战斗堡垒

“红色”力量

24小时值守 把好防疫安全“第一关”

基层坚守

企业齐出力支援疫情防控阻击战企业行动

新市民隔离观察感谢医护温暖服务贴心关怀

感 谢 信

■■全镇组建成立临时党支部全镇组建成立临时党支部2626个个，，全镇全镇30003000多名党员志愿者勇挑防疫岗位多名党员志愿者勇挑防疫岗位，，把好防控关把好防控关。。

■■““移动鹰眼移动鹰眼””系统能够对过往系统能够对过往

车辆实施进行逐一识别和排查车辆实施进行逐一识别和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