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大爱 战疫情

2月11日，舞阳县住建局发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爱心捐款活动倡
议。倡议发出后，干部职工积极响
应，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踊跃捐款
1.2万元，全部用于分包九街镇的屈
岗村、井里村、臧弯村、九街村四
个行政村的疫情防控工作。同时，

参与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城市双
修”工作的社会爱心人士也积极响
应号召，迅速行动，按照“自愿、
奉献、公开、透明”的原则，踊跃
捐款10万元，全部捐赠给舞阳县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用于疫情防
控。 蔡振民 张 超

舞阳县住建系统

捐款支援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工作中，召陵镇党委、政府牵挂着敬老院的老人们，先
后送去口罩、消毒液等防护品以及鸡蛋、火腿肠、方便面等生活物
资。 刘松涛 摄

本报讯（记者 王 培）自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临颍县石桥
乡爱心人士踊跃捐款捐物，用实际
行动支持石桥乡疫情防控工作。

面对疫情，李庄村的王红杰
主动要求参加疫情防控值班，同
时捐赠现金 3000 元；方庄村张长
路捐款 1000 元；桥南村第一书记
协调企业捐赠棉衣100件；桥南村

杜亮捐赠碗面 30 箱、火腿肠 20
提；桥南村王金龙捐赠口罩 1000
只；诚通加油站徐晓凯捐赠口罩
1000 只、84 消毒液 6 箱、酒精 2
箱；桥北村张博捐赠10公斤装酒
精30桶；好喜来超市潘水建捐赠
水果25箱、大米4袋、面粉4袋、
大桶油 2 桶、碗面 10 箱……目
前，爱心人士的捐赠仍在继续。

石桥乡

爱心人士捐款捐物

依据漯河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的公告，现将全市疫情防控慈善募捐情况公示如下：

截至2月12日17时，全市慈善募捐接收款物合计986.2514万元（资
金753.8404万元，物资折价232.4106万元）。其中，全市各级慈善组织共
接收款物 689.7626 万元，全市各级红十字会共接收款物 164.8151 万元，
社会爱心企业和个人向市外捐赠款物131.6737万元。详见下表：

漯河市疫情防控
慈善募捐情况公示

说明：所有接收的定向资金和物资已经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捐赠到
位。非定向资金和物资均交由市、县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

具体的捐赠支出明细详见漯河市慈善总会网站 （www.luohecishan.
com）或关注“漯河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漯河市民政局
2020年2月12日

漯河市疫情防控慈善募捐统计表
（截至2月12日17时） 单位：万元

慈善组织名称 累计捐赠情况

资金 物资折价 小计

慈善组织

漯河市慈善总会 261.46 27.046 288.506

临颍县慈善总会 99.41 7 106.41

舞阳县慈善总会 98.787 3.06 101.847
召陵区慈善总会 73.995 0 73.995
郾城区慈善总会 44.19 30.2 74.39

开发区慈善总会 3.3 1.588 4.888
源汇区慈善总会 39.7266 0 39.7266

红十字会 漯河市红十字会 97.0925 45.5976 142.6901

临颍县红十字会 13.2 8.925 22.125
爱心企业/个人向市外捐赠 22.6797 108.994 131.6737

合计 753.8408 232.4106 986.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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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艳彬） 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漯河天阳供热公司
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强化供热抢修抢
险作业，保证供热运行持续稳定。

漯河天阳供热公司在做好工作人员
自身防范的同时，严格落实领导干部 24
小时带班、各专业技术人员24 小时在岗
值班制，热线电话24 小时有人值守。每
天巡视热力管网，实时监测供热运行情
况，并建立健全供热保障应急处理机
制，超前预测，科学安排，采取有力措
施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全力保障冬季
供暖平稳运行。

漯河天阳供热公司

保障疫情防控期间
供热稳定

本报讯（记者 刘彩霞） 为持续
援助武汉市临床用血，2月10日，市
中心血站第二批 23 个治疗量的血小
板再次紧急送往省血液中心。

在抗疫的非常时期，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全市各县区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深刻认识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采供血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协助市中心血站认真开
展好无偿献血宣传、动员和组织工
作，为在疫情防控期间献血人员提
供方便，并第一时间组织血液支援
武汉。截至 2 月 11 日，市中心血站
向武汉支援两次血液，共计 42 个治
疗量的血小板。目前，我市已接到
第三批供血任务。

我市再次向武汉支援血液
23个治疗量的血小板紧急送往省血液中心

连日来，许多爱心市民表示想献
血，又因疫情担心献血不安全。为了
让献血者在非常时期安全、放心献
血，市中心血站采取多项措施，为献
血者提供安全、舒适的献血环境。

市民可通过二维码和电话两种方
式预约献血，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
会合理安排献血时间和地点。同时，
询问献血者是否有武汉及周边地区旅
居史或密切接触情况，如有以上情
况，建议暂缓献血。每个献血点都为
未佩戴口罩的献血者提供一次性医用
口罩，并帮助献血者进行手部消毒。
献血前，工作人员会为献血者测量体

温，如果体温超过37℃，建议暂缓献
血。献血者现场须填写《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时期无偿献血补充征
询表》，以进一步了解献血者是否有
武汉及周边地区旅居史以及与其有密
切接触的情况。

市中心血站加大献血场所的清洁
消毒力度，增加献血点通风和消毒频
次；工作前后对物体表面、地面进行
消毒；每两个小时对献血车地面和操
作台面进行消毒；工作结束后已开包
的一次性消毒用品均按医疗废弃物进
行处理，免除污染风险。加大工作人
员的个人防护力度。工作人员上班前

自测体温，做好身体状况排查；工作
时间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和工作帽；接
待每位献血者前后实施手卫生消毒；
业务操作过程中全程戴手套，每接待
一位献血者后，及时更换手套。 王 鹏

市中心血站

多举措确保献血安全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应从和患者接触的最后一天起采取医
学观察14天。在家中观察期间需与医
学观察人员保持联系，并需要与家庭
成员一起了解病情观察和护理要点，
掌握家庭预防的知识。具体建议如
下：

1.密切接触者应住在通风良好的
单人房间，拒绝一切探访。

2.限制密切接触者活动，最小化
密切接触者和家庭成员活动公共区
域，并确保公共区域 （厨房、浴室
等）通风良好。

3.家庭成员应住在不同房间。如
果条件不允许，家庭成员和密切接触
者至少保持一米距离。如果密切接触
者处在哺乳期，在佩戴口罩和做好手
卫生的条件下可继续母乳喂养婴儿。

4.其他家庭成员进入密切接触者
居住空间时应佩戴口罩，口罩须紧贴

面部，在居住空间中不要接触和调整
口罩。口罩因分泌物变湿、变脏，必
须立即更换。摘下并丢弃口罩之后，
进行双手清洗。

5.与密切接触者有任何直接接
触，或离开密切接触者居住空间后，
需清洁双手。准备食物、饭前便后也
均应清洁双手。

6.使用洗手液和流水洗手时，最好
使用一次性擦手纸。如果没有，用洁净
的毛巾擦拭，毛巾变湿时需要更换。

7.偶然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来捂住
口鼻的材料可直接丢弃，或使用之后
正确清洗（如用普通的肥皂或洗涤剂
和清水清洗）。

8.家属应尽量减少与密切接触者
及其用品接触。如避免共用牙刷、餐
具、饭菜、饮料、毛巾、浴巾、床单
等。餐具使用后应使用洗涤剂和清水
清洗。

9.推荐使用含氯消毒剂和过氧乙
酸消毒剂，每天频繁清洁、消毒家庭
成员经常触碰的物品，如床头柜、床
架及其他卧室家具。至少每天清洁、
消毒浴室和厕所表面一次。

10.戴好口罩、一次性手套和保护
性衣物再去清洁和触碰被密切接触者
的人体分泌物污染的物体表面、衣物
或床品。戴手套前、脱手套后要进行
双手清洁及消毒。不要甩动衣物，避
免直接接触皮肤和家庭成员的衣物。

11.使用普通洗衣皂和清水单独清
洗密切接触者衣物、床单、浴巾、毛
巾等，或者用洗衣机以60℃～90℃水
和普通家用洗衣液清洗，然后完全干
燥上述物品。

12.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出现
可疑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咽痛、
胸闷、呼吸困难、轻度纳差、乏力、
精神稍差、恶心呕吐、腹泻、头痛、

心慌、结膜炎、轻度四肢或腰背部肌
肉酸痛等，应立即就医。就医时，应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医院，途
中，患者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N95
口罩，随时保持手卫生，尽可能远离
其他人 （至少一米）。若污染了交通
工具，建议使用含氯消毒剂或过氧乙
酸消毒剂，对所有被呼吸道分泌物或
体液污染的表面进行消毒。(更多健
康文章请关注漯河健康教育公众微信
号） 漯河市健康教育所

如何做好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的居家医学观察

新冠肺炎公众防护指南系列之六

■本报记者 王海防 张晓甫
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全国的危难时

刻，全市民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以忘我
精神和必胜信念，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
击战，坚决守住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民
政阵地。

积极应战
把政治责任扛在肩上

105 个民政福利机构，600 多个儿
童之家，500多个农村幸福院，30多个
城市日间照料中心，还兼有二十多个其
他民政福利机构……民政系统服务对象
点多面广，落实疫情防控任务十分繁
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政服务机
构的疫情防控工作：1月31日，市委书
记蒿慧杰深入养老机构调研指导疫情防
控工作，并作出指示和批示。分管副市
长李军信也通过多种形式对民政系统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具体指导。

大疫当前，市民政局党组第一时间
部署民政领域疫情防控工作，迅速进入

“战时状态”。成立了以局党组书记、局
长戴友良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坚决把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
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大年初三，市民
政局党组成员全部终止休假，坚守岗
位，坐镇指挥；大年初四，局属各单位
负责人全部终止休假，全员上岗。同
时，全市民政系统建立假日值班联络机
制和信息传递机制，并把社会服务机构
类社会组织纳入值班抽查，每天抽查社
会组织安全和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有效指导社会组织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迎难而上
确保服务机构“零感染”

民政部门的服务对象大多是老人、
儿童和残疾人士。市民政局党组牢固树
立“全市民政服务机构不感染一人”目
标，将疫情防控责任扛在肩上，认真履
行联防联控的职责，组织党员干部奔赴
抗疫一线，悉心指导城乡社区疫情防控
工作，坚决守住抗击疫情的民政阵地。

1月29日（正月初五）一大早，市
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戴友良对部分民
政机构的防疫工作进行了暗访，每到一
处都毫无例外地吃了闭门羹。“防控期

间，就是要加强管理。这闭门羹真
香！”戴友良说。1 月 28 日是正月初
四，全市民政机构正式实行全封闭管
理。

连日来，局党组成员划片分包，到
抗疫一线指导、督查。市民政局及时印
发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指南，要求将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到每家养老机构、儿童福
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及其主
要负责人。同时，要求全市各婚姻登记
机关实行婚姻登记网上预约，劝导群众
从简从快办理丧事，防范疾病传播风
险。

聚焦主业
履职尽责彰显使命担当

困难群众的保障好不好？社区和社
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得怎么样？这些基本
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既是
新时代民政工作的主责主业，又是疫情
防控中的社会热点和群众关切，更是当
前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

市民政局下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机关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各
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把疫情防控工

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确保部
署到位，责任到人。

针对社会组织登记服务窗口流动人
员多的特点，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
前，各级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尽量暂
停和疫情防控无关的业务，引导办事群
众通过电话咨询业务，通过传真及网络
报送相关资料，避免人员聚集与流动。

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公益慈善活
动。动员各社会组织在有公募资格的社
会组织指导下，依法有序参与到抗击疫
情的工作中，依法募捐，有规救助。截
至2月12日，全市各级慈善总会已接收
捐款753.8404万元、捐物折价232.4106
万元；全市各级红十字会共收到款物合
计164.8151万元。

动员各行业协会、网络协会、心理
咨询协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辅助政府
开展有序救助和帮扶活动。市民政局开
通心理援助平台，用专业知识帮助居民
做好情绪调适，化解心理危机。

进一步加强民政疫情防控宣传工
作，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1月28日
至2月12日，已通过漯河民政网和省、
市媒体推送宣传稿件110余篇，推出抗
疫一线先锋人物30个。

扛牢为民之责 全力抗击疫情
——市民政局防疫工作侧记

■本报记者 薛宏冰
通 讯 员 张庆伟

“我志愿加入市公安局疫情防控党
员突击队，坚决做到：坚守初心，勇担
使命，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畏艰
险，团结奋战，冲锋在前，绝不后退，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2月12日
上午，全市公安机关党员民警疫情防控
突击队誓师大会举行。近百名民警汇聚
市公安局机关大院，参加了一场特殊的
出征仪式。

宣誓大会上，全体参战民警面对党
旗重温了入党誓词，宣誓要冲锋在前、
主动作为，深入开展疫情排查、劝导、
宣传和治安维护工作，让党旗在防控疫
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现场，即将出
发的近百名民警代表整齐列队，斗志昂
扬，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我是党员！我是警察！若有战、

必有我！疫情当前，我们绝不退缩！”
接过突击队队旗后，市公安局特殊警务
支队支队长张华坚定地说。

“随着复工、返程高峰期到来，全
市疫情防控工作形势严峻、任务繁重。
为缓解基层一线防控压力，推动防控工
作力量和资源下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
组建局机关疫情防控突击队，壮大一线
防控队伍，为疫情防控阻击战再筑钢铁
长城。”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楚艳俊
告诉记者，成立漯河市公安机关党员民
警疫情防控突击队的通知下发后，市公
安局机关党员民警主动请战支援一线，
短短几天便收到了200多名党员民警的

“请战书”。随后，由273名党员民警组
成的市公安局疫情防控工作突击队成
立，下设 11 个中队，下沉一线，与各
公安分局执勤民警并肩作战，全力支援
基层一线单位疫情防控工作。

“我是警察！若有战、必有我！”

誓师大会现场。 张庆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