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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邹韵斯 通

讯员/陈倩莹 摄影报道）疫情发生

以来，电梯按钮成了潜在的病毒

传染载体之一，如何切实防止电

梯按钮引发的交叉感染是疫情防

控的重要环节之一。近日，广东

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下称“省医

南海医院”）引入“空中成像无接

触召梯系统”，借助这项防疫“黑

科技”，让乘梯人可以在空气中完

成楼层选择操作，无需接触实体

按钮，避免“人-物-人”式的交叉

感染。

记者走进省医南海医院门诊

楼电梯间，看到在做好防护措施的

电梯实体按钮旁，多了一台斜面半

嵌入式的机器，黑屏上闪烁着“蓝

光”，科技感满满。记者上前一试，

发现只要把手指悬停在屏幕上方

几厘米处，点击利用空中成像技术

形成的虚拟按钮，即可按下楼层，

使用过程顺畅、准确。

“这高科技产品好神奇啊，不

用接触任何东西，简单摆几个手

势就完成了所有操作，不用再担

心电梯按钮不干净，真是疫情中

的实用科技。”乘梯人林小姐体验

一番后，不禁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据悉，这台“黑科技”机器是

广东伟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空

中成像电梯交互系统产品。该公

司位于桂城街道瀚天科技城园区

内，是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佛山市标杆高新技术企业、南海

制造业全国隐形冠军企业。

“空中成像带来的无感触摸

交互方式，区别于常规设备的实

体按钮或屏幕，可完全规避实物

接触带来的细菌、病毒等交叉感

染风险。”该公司董事长潘伟欣介

绍，空中成像交互系统，是采用

“光学负折射原理”实现空中成

像，可将各种设备操作界面于空

中直接成像，不依赖其他实体显

示介质，用户可直接于空中完成

操控，整体过程中均不存在任何

接触。

省医南海医院是佛山首家安

装这项防疫“黑科技”的医院。该

院院长罗建方表示，新型冠状病

毒，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沫进行

传播。电梯轿厢空间狭小，空气

流通不畅，一旦有病源，楼内所有

乘坐电梯的人都有被感染的可

能。省医南海医院一直以来都致

力于打造“智慧南院”，在广佛这

次疫情中，省医南海医院希望通

过打造这种“无接触电梯”，让乘

梯人的全部操作均在空气中完

成，完全切断接触式污染源。

目前，广东伟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防疫“黑科技”产品，也

陆续应用于酒店、写字楼、政府部

门、住宅小区等场所，为打赢本次

“防疫战”贡献科技型企业的创新

力量。

近期，桂城每天都上演着感

人画面：医护人员日夜奋战、风雨

兼程；警务人员“疫”线为家、坚守

在岗；志愿者变身“小白”，在封闭

式管理区域里忙前忙后；社会各

界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在本

次“防疫战”中，我们切断的是病

毒传播链，阻不断的是真情与关

爱。在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努

力下，我们的生活节奏依然有条

不紊。

全力保障市民生活如常
6月4日晚，南海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分级分

类防控工作的通告，对南海特定

区域分别实施封闭管理、封控管

理、闭环管理的措施，目的就是

要比以往跑得再前一点、跑得再

快一些，及时阻断病毒传播途

径，切断感染链条。

在桂城，万科金域名都小

区、华福御水岸小区及周边区域

实行封闭管理，夏南二、大圩、平

东、夏东、江滨、平北、同成7个社

区实施封控管理，桂城其他区域

则在闭环管理区域内。政府及

时推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

针对7个封控区，桂城经发

办专门成立了桂城街道封控管

理区域内社区生活物资保障组，

协调区域内的超市、肉菜市场落

实生活物资供需、配送、生产、储

备、运输等事宜，并发布了《桂城

街道封控管理区域内居民基本

生活物资采购指引》，保障封控

管理区域的居民各项物资与生

活需求，让封控区里的市民“足

不出户”就采购到充足物资。

如果突发身体不适，如何求

医看病呢？6月7日，桂城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根据最新上

级精神，为7个封控区的社区居

民提供24小时医疗保障值班，居

民遇身体不适可联系医疗保障

队。此外，封控区内开诊夏南二

站、平东站、平洲站3个社卫站，

逢周二、四、六上午8点~12点开

诊，居民可选择线上或线下问

诊。

而本周，也迎来了特殊的日

子——高考。6月7日早上，为确

保华福御水岸小区内3名考生准

时到达考场，平洲交警提前调

研、制定护送方案，安排充足警

力到达御水岸防疫岗点准备护

送工作。随后，平洲交警铁骑队

员通过一路鸣警笛、喊话提示路

上车辆避让，为接送车辆开通绿

色通道。最后，3名考生8时准时

到达考场。

全城接力抗疫尽显关爱
自佛山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上下共同抗击疫情的消

息，牵动着桂城每一个人的心。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期间，众多热

心企业、机构组织和市民联系到

桂城街道办事处和桂城慈善会，

纷纷踊跃捐赠。截至6月7日，

桂城街道办事处和桂城慈善会

已收到超过12万只KN95口罩，

29 万只一次性口罩、1.5 万件消

毒用品、2万件防护服、1000箱矿

泉水、饮料及应急食品等。

其中，时代中国佛山城市更

新公司4日下午就带着医用外科

口罩8000只、医用手套300对、消

毒啫喱80瓶、工业风扇10台、雨

衣 200 件、各式饮品 300 多箱等

价值数万元的一大批物资，前往

夏东和平南社区，为一线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送上关爱。越秀地

产大湾区西部区域公司、佛山市

创越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更是迅

速组织党员到桂城街道越秀·悦

汇天地核酸检测采样点开展全

天候志愿服务，践行“我为群众

办实事”精神，彰显国企担当、党

员有为精神。

社会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有计出计。省医南海医院引

入广东伟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空中成像电梯交互系统产品，

用“黑科技”切断接触式污染源；

千灯湖畔的环湖建筑化身巨型

屏幕，向市民科普“戴口罩”“不

聚集”“一米线”等防疫知识；桂

城街道建安办试点推出智慧广

播，将紧急的事项、公告等播放

到各生活小区，让居民能迅速知

晓……

在疫情面前，桂城人民不惧

挑战，抱团取暖。愿桂城在这场

“赛跑”中早日取胜，愿一切美好

尽快恢复如初。

文/珠江时报记者邹韵斯

桂城一周

社会各界传关爱 众志成城守家园

摆手势即可控制电梯
省医南海医院引入空中成像无接触召梯系统

■省医南海

医院门诊楼

电梯间装上

防疫“黑科

技”。

珠江时报讯（记者/丁当 通

讯员/梁韵芮）桂城华福御水岸

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后，生活垃圾

应如何处理？瀚蓝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瀚蓝环境”）积极

响应政府要求，对该小区的特殊

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

连夜成立应急收运小组
12小时清运2天垃圾

根据要求，瀚蓝环境全面部

署，要求固废事业部门做好防疫

工作的同时，也要全力做好市政

垃圾的收运处置工作，要求产业

链条上的各项目积极协作，为区

内的特殊生活垃圾处置等应急

工作做好准备。随后，固废事业

部门迅速成立工作小组，并执行

一系列应对工作。

5月31日23时，瀚蓝环境

收到桂城街道通知，要求自6月
1日起，对华福御水岸小区的特

殊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

特殊生活垃圾及时有效清

运处置，对于防止小区内的病毒

传播尤为重要。接到通知后，瀚

蓝环境下属的瀚蓝城市环境服

务有限公司（下称“瀚蓝城服”）

立即连夜展开部署，安排符合防

疫接种要求的员工，成立9人的

应急收运小组，并准备好防疫“6
件套”，即口罩、护目镜、防护衣、

手套、鞋套、消毒水，并指定2辆
专用收运车，为翌日一早的“防

疫行动”做好全方位准备。

6月1日清晨6时，应急收

运组专人专车抵达华福御水岸

小区，经与街道沟通协调，最终

确定了集中收运位置。应急收

运组负责人介绍，小区物业保洁

把所有垃圾集中到小区停车场

出入口空地，应急收运组在该处

进行集中收运，这样既方便收

运，也不影响周边环境。

当日，顶着炎热的天气，身

穿防护服的收运人员开始了垃

圾清运工作。收集、消毒、扎固、

对垃圾及周边进行消毒……由

于近期雨水较多，积存了2天的

生活垃圾发出阵阵臭味，但收运

人员依然迎难而上，严格按照工

作流程，有条不紊地把一包包生

活垃圾清理至收运车上。经过

12个小时的奋战，终于把小区

积存2天的特殊生活垃圾全部

清运完毕。

专人专车专运
收运处置全链条闭环

自去年疫情发生后，瀚蓝

环境全力配合当地政府，在全

国各地的环卫、垃圾焚烧项目

及危废处置项目中应急处置了

大量的特殊生活垃圾，积累了

丰富的收集、运输和处置经验。

“特殊生活垃圾被收集后，

全程实行密闭运输，运送到指

定地点进行无害化处置，确保

收运处置全链条闭环，过程中

不产生二次污染。”应急收运组

负责人说，全副武装的专人会

在专车进场前，对车辆外表面

进行喷洒消毒，完成驾驶员的

相关防疫查验手续。进场后的

车辆需严格按照事前制定的线

路运行，由专业人员引导至指

定区域卸料，并在进厂前对车

辆进行消毒，最大程度降低病

毒被携带进厂的风险。

卸料后，工作人员还通过

卸料口对垃圾进行消毒，并对

车辆以及周围环境进行再次消

毒。

6月1日至2日，应急收运

小组通过专人、专车、专运队

伍，共为华福御水岸小区收运

特殊生活垃圾 9.2吨。接下

来，瀚蓝城服将继续根据华福

御水岸小区的垃圾产生量，定

时进行垃圾清运直至小区解

封，做到日产日清。

此外，瀚蓝城服还对区内

2个隔离酒店的特殊生活垃圾

进行收运处置，也将全面做好

随时应急的准备，挑起隔离区

特殊生活垃圾处理的重担，用

实际行动为防疫工作贡献一份

力量。

封闭区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全程密闭运输，确保过程中不产生二次污染

■特殊生活垃圾进入垃圾焚烧发电厂后，工作人员对车身进行消毒。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