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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不放松 复产不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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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你们回到西樵！”3月22

日上午，西樵镇根据佛山市关

于做好湖北抵返佛山人员防疫

防控工作指示精神，迅速做出

安排部署，积极落实湖北抵返

西樵新市民疫情防控工作，让

他们顺利返樵复工复产。

当日上午10时左右，民乐

社区延陵村某民营企业主群姐

带着三位持有“湖北健康码”绿

码返樵的员工来到社区申报个

人健康信息。而在该社区经营

一家小型家具厂的李金花也带

着丈夫和孩子前来申报。测量

体温，登记个人信息，发放出入

证明……该社区治保主任冯汝

英和驻社区站流管员分工合

作，认真做好每一位新市民申

报。“从3月21日起，所有持‘湖

北健康码’绿码新市民返樵后，

应主动向社区和用人单位申报

个人健康信息，自觉接受健康

监测，并不需要进行居家或集

中隔离，社区工作人员也将继

续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该社

区非户籍委员王国龄说。

“自疫情发生以来，我和员

工一直联系沟通两地情况，了

解到他们家乡防控工作做得非

常到位，没有出现过一个案例，

非常安全。”群姐说，三位老员

工在企业已工作多年，跟企业

有着深厚的感情，非常欢迎他

们回到西樵。“回来后大家安心

地复工复产，有什么问题可联

系所在村（居）驻站流管员，我

们会尽力帮助解决。”西樵镇流

管局负责人、融入办主任老妙

兴叮嘱他们做好个人卫生防

护，保持工作场所通风和环境

清洁卫生，做到防疫复工两不

误，随后，还特意为他们送上暖

心小礼物。

为了让湖北籍西樵新市民

顺利“回家”，西樵镇流管局提

前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为他们

提供有温度的服务。在线下，

及时沟通联系未返樵湖北籍新

市民，支持配合村（局）做好人

口管控，化解新市民和本地市

民的疑虑。在线上，通过新市

民、出租屋主和企业负责人三

大微信群，及时发布西樵最新

防控疫情政策措施，并在“融和

西樵”公众号开设“自主申报”

平台进行报备。

“西樵镇已全面执行最新

防控指引，湖北健康绿码与本

地绿码在所有村居和物管卡口

将一视同仁落实防控管理。”老

妙兴介绍，目前西樵镇在册登

记湖北籍人员共有6000多名，

疫情期间共有1600多人留在

西樵。截至3月24日，有3000

多人陆续返回西樵。接下来，

该局将联合各社区和各部门，

通过线上线下紧密沟通，积极

做好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健康

管理义务，同时加强人文关怀，

文明服务和柔性管理，让湖北

籍新市民在西樵安心生活，放

心工作。

电动自行车上牌需要带什

么资料？哪种电动自行车适合

上牌？电动自行车上牌需多少

费用？……自3月9日开始，佛

山市恢复了电动自行车上牌业

务后，电动自行车如何上牌等

信息成为西樵市民的热议话

题。3月25日上午，记者走访

了位于西樵镇民乐城区南闸街

综合楼的邮政网点，了解办理

上牌业务的开展情况。

上午10时许，家住民乐社

区附近的赵小姐带上电动自行

车来到网点服务台，登记资料

并上牌。“在网上看到信息后，

就迅速预约电动自行车上牌业

务，很快就安排到我办理了。”

赵小姐说，电动自行车购买了

一段时间，知道需要上牌才可

上路即立刻来办。

出示预约二维码后，赵小

姐将提前准备的证件资料，包

括身份证原件及在有效期限内

的居住证、与身份证姓名一致

的电动自行车购车发票、电动

自行车合格证书等交由网点工

作人员仔细核查，随后将电动

自行车放到另一边的检查点进

行车辆检查。审核合格后，用

时不到30分钟，赵小姐的电动

自行车就拥有了“身份证”，成

功上牌。“上牌业务流程都很方

便很快速，以后骑车上路感觉

更安全规范了。”赵小姐满意

道，将向身边的朋友推广宣传，

让他们也尽早过来办理。

据了解，西樵目前设有3

个上牌网点，其中1个公安交

警网点位于佛山市公安局南海

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

锦源工作站，2个邮政网点则

分别位于登山大道及民乐社

区。“若市民想直接买带牌新电

动自行车，则可到指定店铺购

买。”西樵交警中队副中队长游

永汉表示，西樵近日已有不少

市民到网点为电动车办理上

牌。其中按照《电动自行车安

全技术规范》，电动自行车需要

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

并具有脚踏骑行能力实现电助

动或电驱动功能才可上牌。

根据此前佛山市公安局发

布的消息，不同颜色的电动车

号牌，在通行规定上也不同。

银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允许

在佛山行驶（管制路段除外）；

蓝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允许在

佛山市通行（管制路段除外）至

2022年1月31日止，过渡期为

两年；黄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

允许在我市通行（管制路段除

外）至2021年1月31日止，过

渡期为一年。

自2020年8月1日起，未

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将禁止

在佛山市通行。蓝色、黄色号

牌的电动自行车，在通行日期

截止后，号牌作废，禁止在佛山

市道路通行。

游永汉提醒，市民上牌需

提前预约，并做好相关的防护

措施。“满足条件的电动自行

车，市民带齐身份证、居住证、

车辆合格证和发票尽快预约上

牌，让行车更规范安全。”游永

汉还提醒，电动自行车行驶时

亦要佩戴好头盔等。

既是爱人也是“战”友
西樵多对夫妻并肩战“疫”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西樵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坚守防疫一线，彰显

使命担当。其中，有多对“夫妻档”，他们既是亲人，又是“战”友，在不同站点、不同岗位，

用辛勤工作、默默奉献，共筑“防疫墙”，谱写了一个个携手战“疫”的感人故事。

甘深志是第八社区卫生服务

站医生，妻子韦相连是第十一社

区卫生服务站护士长，结婚20多

年的他们相爱如初，工作上生活

上互相扶持。

1月27日晚7时许，刚下班

回家吃饭的甘深志，接到8时到达

西岸古劳联防执勤点值守的指

令。他毫不犹豫地放下碗筷，匆

忙准备各种物品。韦相连则快速

跑到第十一社区卫生服务站将体

温枪、登记表格等物品交给丈夫。

当晚，寒风刺骨，韦相连回家

后发现丈夫匆忙间忘记带上羽绒

服等防寒物品。不会开小汽车的

她冒着寒风骑上电动车，5公里的

路程开了20多分钟，终于将物品

送到丈夫手中。在寒风中发着抖

为过往群众测量体温的甘深志看

见妻子的那一刻，既惊喜又心痛，

“老婆有你真好，辛苦你了。”

2月5日，韦相连首次在西樵

医学观察点进行24小时值班工

作，凌晨才下班休息的甘深志一

如既往，起床为妻子准备好早餐，

并驱车将她送往工作点，临别时

还不忘叮嘱她做好个人防护。8

时，身穿厚重防护服的韦相连与

另一名医生开始为医学留观者派

发早餐、测量体温、询问身体情

况、做心理疏导等工作。9时，医

学观察点新收进18位医学留观

者，一时间工作量增大，他们俩一

直在奔跑中完成各项工作。忙完

时，抬头一看，已是下午1时多，全

身早已湿透的她匆匆吃过饭，休

息了一会又重新忙碌起来，直至

次日交班。

李嘉仪
汪增云

感人瞬间：
带着萌娃赶回 挺身而出战“疫”

1月25日，刚回到老家不到

48小时的汪增云和李嘉仪，在

收到所有医务人员取消休假的

通知后，匆匆收拾好行李，带上6

岁的儿子和7个月大的女儿匆

忙赶回西樵。

“虽没能好好与家人相聚，

但救死扶伤是每位医者的天职，

越是艰难的时刻，越需要我们挺

身而出。”汪增云眼神坚定地

说。汪增云是第四社区卫生服

务站的一名80后医生，妻子李

嘉仪则是第十社区卫生服务站

的一名90后护士，也是一位还

在哺乳期的妈妈。

疫情初期，夫妻俩除了在单

位通过学习、培训、演练来认识

和了解新冠肺炎外，还在家里互

相提问，加深和巩固各项工作流

程，全力做好各项防疫工作。高

速路口联防联控深夜值守，上门

随访居家隔离者，卫生服务站点

开诊服务，化解社区就诊患者担

忧情绪……夫妻俩坚守一线岗

位，守护社区居民健康。

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孩子，

疫情防控阻击战刚打响时，如何

照顾7个月大的女儿成了这对

医护“夫妻档”的一大难题。为

了更好地投入工作，他们把一双

儿女送到外婆家，由于女儿一直

抗拒牛奶，晚上睡觉也总是要找

妈妈，否则一直哭闹不停到天

明，这样既苦了外公外婆，也苦

了孩子，最后夫妻俩坚持白天早

早地把孩子送到外婆家再上班，

下班回家洗澡做好消毒后再接

回孩子。

李凤梅
陈俊雄

感人瞬间：
上班难见面 饭菜传相思

陈俊雄是第十社区卫生服

务站站长，妻子李凤梅是第九社

区卫生服务站医生。从1月26

日起，这对党员“夫妻档”便以单

位为家，战斗在防控第一线。

1月28日凌晨，陈俊雄在高

速路口执行联防联控任务。次

日8时交班后的他，本可以好好

补休一天，但他只休息了半天，

便坚持赶回第十社区卫生服务

站工作，强化医护人员预检分诊

培训，接诊社区慢性疾病患者，

上门探访居家隔离人员。由于

站点女同事较多，他还特意安排

自己多上班，安排女同事们多些

休息时间。

1月26日，为了更好地工作

和照料丈夫，妻子李凤梅也跟随

着陈俊雄的步伐，搬进单位宿

舍，两人上班时间交错时，总会

为对方准备好饭菜，方便对方用

餐后，多些休息时间，再以饱满

的精神重新投入到疫情防控工

作中。

“站点其他医生外派值守，

我以坚守大本营为主，尽力把好

社区疫情防控关，守护好市民的

健康安全。”李凤梅说，让他们欣

慰的是，家人对他们的工作非

常支持。已经三年没有回老家

过年的婆婆，得知回老家过年

的计划打断时，反而宽慰他们：

“你们好好保护自己，好好坚守

防控第一线。”4岁的女儿非常

乖巧地鼓励他们：“爸爸妈妈，

你们要多吃东西，才有力气打

败病毒大坏蛋，早点回到我们

的身边。”

湖北籍员工返樵
流管送上暖心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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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进行预约办理？
●预约在公安交警网点办理业

务：登录“佛山政务服务”微信公众

号，按照指引实名认证后，预约电动

自行车注册登记业务。

●预约在邮政网点办理业务：

登录“邮政网点预约系统”微信小程

序，预约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业务。

西樵办理网点地址？
公安交警网点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交通警察

大队车辆管理所锦源工作站

西樵镇爱国村杏头过境路以

西自建厂房2号
地址

邮政网点

西樵镇登山

大道东街七

巷1号

西樵网点
地址

西樵镇民乐

城区南闸街

综合楼首层

民乐网点
地址

■甘深志

与公安交

警在西岸

古劳联防

值勤点值

守。

■汪增云

上门为居

家隔离者

开展健康

监测。

■疫情防

控期间，

李凤梅坚

守大本营

——第九

社区卫生

服务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