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方动态

近期，我国部分地区出现新
冠肺炎零星散发病例和聚集性
疫情，风险等级被调高到中级或
高级，但大多数地方仍然是低风
险地区。

在不同风险等级的地方应如
何做好疫情防控？6 月 17 日，国务
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了 《低风
险地区夏季重点场所重点单位重
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相关防护指南（修订版）》。

《指南》强调，要有效应对风
险等级调整，一旦从低风险调整
为中高风险地区，要严格执行疫
情防控规定，监狱、养老机构、儿
童福利院等特殊单位实行全封
闭管理，严格落实体温测量和健
康监测等措施， 加强个人防护，
禁止外来人员探视。

除此之外，国务院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还发布了《关于全面精
准开展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的
通知》， 要求进一步全面精准开
展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坚决防
止疫情反弹。

做好重点单位防护

《指南》从整体上对低风险
地区公众日常防护、 重点场所、
重点单位、重点人员防护措施提
出指导意见。

重点单位方面，企业、邮政
快递业、机关事业单位、建筑业
等单位，做好办公场所、工区及
公共区域、 职工宿舍等通风换
气、环境清洁消毒、人员健康监
测；保持分区作业、分散错峰就
餐、减少人员聚集等措施。 进口

物资、食品加工等相关单位做好
运输工具和储存场所清洁消毒
以及环境监测。

养老机构、 儿童福利院、监
狱、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等特殊单
位做好风险防范，开展预防性卫
生措施， 落实人员进出管理、人
员防护、健康监测、日常消毒等
防护措施。 学校和托幼机构做好
应急预案、防护物资储备、教室
宿舍环境卫生和消毒，加强因病
缺勤管理， 严格实施“晨午检”
“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指南》同时明确，一旦从低
风险调整为中高风险地区，在划
定防控区域范围内重点场所、重
点单位、重点人群要从严从紧落
实防控措施，及时调整转换卫生
防护要求。

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事业单
位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工作制
或居家办公方式， 实施分区作
业、分散错峰就餐，控制会议频
次和规模， 尽量减少人员聚集。
监狱、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等
特殊单位实行全封闭管理，严格
落实体温测量和健康监测等措
施，加强个人防护，禁止外来人
员探视。 学校建议暂时停课。

重点人群方面，低风险地区
应指导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
疾人等重点人群做好个人防护、
关爱帮扶等措施。 在密闭公共场
所工作的售货员、保洁员、服务
员、司乘人员、食品从业人员、保
安、客运场站服务人员，以及就
医人员、教师、警察、环卫工人、
快递员、海关人员、理发师等，加
强健康管理和监测， 做好戴口
罩、勤洗手、戴手套等个人防护
措施。

一旦从低风险调整为中高
风险地区，重点人群要强化卫生
防护措施，减少外出，做好健康
监测、科学佩戴口罩、加强手卫
生、避免到人群聚集尤其是通风
不良的场所等。

全面精准开展环境卫生和
消毒工作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
中， 环境卫生和消毒工作对于切
断传播途径、 保护易感人群发挥
了重要作用。近期，部分地区出现
零星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为
强化防控措施， 巩固防控成果，
《关于全面精准开展环境卫生和
消毒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要进
一步全面精准开展环境卫生和消
毒工作，坚决防止疫情反弹。

一是规范市场环境卫生管
理。以农集贸市场为重点，发动商
户对所有摊位进行全面彻底环境
卫生清理和卫生排查， 对市场内

公厕、水池、垃圾桶、活禽宰杀点
等基础设施进行清扫保洁。 及时
清运积存垃圾，清除卫生死角，对
操作台面、下水道、运输车辆等重
点部位严格落实消毒措施。 加强
对运输车辆、存储库房、物品的环
境和包装消毒，落实实名登记、验
视和可疑物品报告制度。

二是开展企事业单位环境卫
生大扫除。 要对车间、厂房、办公
室、职工宿舍、食堂等人员较集中
的场所环境进行大扫除， 清理积
存杂物、废弃物，彻底清理卫生死
角，加强场所内自然通风换气，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 规范空调运行
管理与使用。 要针对仓库、车间、
食堂、宿舍、地下车库等重点区域
采取措施，清除隐患。

三是强化重点场所环境卫
生整治。 要对机场、铁路、长途客
运、公交、地铁、出租车场站和所
有公共交通工具开展环境卫生
清扫，经常换气通风，科学规范
做好日常消毒。 超市、商场、宾馆

等人员密集、流动性大的场所做
好公共区域的物体表面清洁消
毒，加强洗手、卫生间等设施的
卫生管理，及时清理下水明沟的
污水污物，对下水管道、空气处
理装置水封、卫生间地漏等 U 型
管定期检查与维护。 要抓好小熟
食店、流动摊贩、早夜市餐饮点
等食品重点场所卫生管理，及时
清理垃圾，确保卫生整洁。

四是落实社区自主保洁制
度。 充分发挥物业、居（村）委会
等的作用，落实街道社区、乡村
的环境卫生保洁制度，确保有专
人负责，定时定点清理垃圾和废
弃物，消除卫生死角。 社区要组
织群众自己动手净化绿化美化
家庭和公共空间，倡导群众保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居民文明
意识和健康卫生意识， 合理膳
食、适度运动、充分休息，不随地
吐痰，妥善处理废弃口罩。

《通知》还强调应当合理使用
消毒剂，遵循“五要”，即：隔离病
区、 病人住所要进行随时消毒和
终末消毒；医院、机场、车站等人
员密集场所的环境物体表面要增
加消毒频次；高频接触的门把手、
电梯按钮等要加强清洁消毒；垃
圾、 粪便和污水要进行收集和无
害化处理；要做好个人手卫生。

遵循“七不”，即：不对室外
环境开展大规模的消毒；不对外
环境进行空气消毒；不直接使用
消毒剂对人员进行消毒；不对水
塘、水库、人工湖等环境中投加
消毒剂进行消毒；不在有人条件
下对空气使用化学消毒剂消毒；
不用戊二醛对环境进行擦拭和
喷雾消毒；不使用高浓度的含氯
消毒剂做预防性消毒。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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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险调整为中高风险地区
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实行全封闭管理

� � 6月 10日，广东省民政厅召开
社会组织参与 2020年“广东扶贫济
困日”座谈会，广东省民政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党组
书记、局长庄侃出席会议并讲话。

庄侃要求， 社会组织可结合
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脱贫攻坚活
动。一是开展扶贫协作项目。 2020
年继续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广东
社会组织支援‘三区三州’建设”

“社会组织扶百村” 等专项行动。
省民政厅与四川、 云南、 新疆省
（区）民政厅和省内各地市民政部
门建立了信息沟通对接机制，组
织了一批扶贫协作项目。 目前，共
对接“三区三州”扶贫协作项目 17
个，省内扶百村项目 40 个。 下一
步，省民政厅将开展“新疆行”“四
川行”“云南行”等活动，组织有关
社会组织赴被帮扶地开展实地调
研，促进项目的对接实施。

二是开展爱心捐赠活动。“广
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今年进入第

11 个年头， 已成为全省社会组织
参与脱贫攻坚的有效平台， 希望
各社会组织积极响应党委和政府
号召， 广泛开展“广东扶贫济困
日”爱心捐赠活动。

三是开展扶贫访贫慰问活动。
各社会组织可结合主题党日活动，
到贫困地区开展扶贫慰问送温暖
活动，重点聚焦广东省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挂牌督战的 133个行政村。

四是开展“以购代捐”活动。 各
社会组织可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 动员会员单位和个人开展贫
困地区农产品爱心认购活动， 参与

“6·30-爱心助农产品网销会”，开展
“以购代捐”活动，助力消费扶贫。

五是探索“社会组织党建+”
扶贫模式。 鼓励社会组织党组织
积极开展“社会组织党建+产业、
+健康、+文化、+教育、+公益、+
消费”等扶贫活动，实现社会组织
党建与脱贫攻坚有机融合、 互促
共进。 （据民政部网站）

� � 江苏省民政厅于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养老机构
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的通知》，要
求各地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慎
终如始抓好养老机构疫情防控。

《通知》要求，加强养老机
构食品安全监管， 养老机构要
全面落实餐饮食品服务安全操
作规范，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加
工操作、清洗消毒、人员管理等

规定， 严把食品采购关、 卫生
关。 各地要在逐步恢复养老机
构正常服务秩序的基础上，做
好养老机构人员流动的把控工
作。 各养老机构要完善人员出
入院管理制度，保证出入院人员
信息准、去向明、可追溯，如有疫
情中高风险地区逗留经历的，不
得进入养老机构。

要落实养老机构工作人员

核酸检测“应检尽检”，确保辖区
内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核酸检测
“全覆盖”，努力扩大核酸检测人
员范围，返院、新入院的老年人
应进行核酸检测或提供核酸检
测相关证明报告后方可入住机
构，探视来访继续严格遵循“无
预约不探视、 先评估后探视”的
原则，坚决阻断疫情在养老机构
的传播渠道。 （据民政部网站）

江苏：部署加强养老机构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

� � 记者从 17 日召开的海南
省深化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改革工作推进会上获
悉， 海南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完
成 587 家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
机关的脱钩工作。

海南省民政厅厅长苗延
红介绍， 海南现有注册登记
行业协会商会 603 家， 除海

南省工商联所主管的 16 家
行业协会商会外， 其余全部
列入脱钩范围开展脱钩改革
工作，其中省级 269 家，市县
318 家。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
体方案》明确，要赋予行业组
织更大的自主权，发挥其在市
场秩序维护、 标准制定实施、

行业纠纷调处中的重要作用。
海南省政府副省长苻彩香表
示，要充分发挥好行业协会商
会在自贸港建设中的独特优
势和应有作用，必须要全面推
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
脱钩，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
会商会的职能边界。

（据新华社）

海南：587家行业协会商会将与行政机关脱钩

广东：号召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