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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戚亦铭 通讯
员 朱雯 姚萍萍）昨天是杭州中
亚布艺有限公司上班第一天，记者
在厂门口看到，所有进厂区的员工
都需要完成“健康五步”：测体温、
摘口罩、双手消毒、戴新口罩、健康
登记。

“中亚布艺”位于崇贤街道，有
员工 300多人，户籍在余杭且春节
期间没离开余杭的员工有 100多
位，这些人已于昨日到岗作业。

公司食堂原本可容纳100多人
同时就餐，现在将分批次安排员工
进食堂用餐，每批 40人左右，做到
一位员工一张餐桌。

“只有每个人都做好防护，工
厂才能尽快恢复正常运转。”“中亚
布艺”负责人沈女士告诉记者，工
厂园区内会每天对食堂等区域进
行消毒，加强疫情防控宣传，提高
员工自我保护意识，严格规范落实
入厂“健康五步”程序。

本报讯（记者 王瑜薇 通讯
员 许韩山 姚坤寿）目前，我区富
义仓、知味观、鸿光浪花、新希望、
大康腌腊等 17家食品生产企业已
陆续复工。

前日，杭州大康腌腊食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严红兵收到复工通
知。严红兵说：“公司提前做好准
备，给员工建立‘一人一卡’，并购
置口罩、消毒液、红外线测温仪器
等防疫物资，对厂区进行全面消
杀，保障复工安全。”

此前，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复工
单位进行全面检查，掌握企业的防
疫情况和生产状况，包括上岗员工
人数、非本地籍员工数、原材料采
购等情况。组织技术专家，从设备
清洁消毒、生产加工过程控制、从
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方面开展专业
指导，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复工中的
困难。

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食品生
产安全，我区为食品生产企业复工
复产量身定制工作指南。

我区已有17家食品生产企业复工

本报讯（记者 戚亦铭 通讯
员 商赟）为鼓励沿街商铺、便民
摊点有序恢复经营，运河街道按照

“规范一家、营业一家”总原则，通
过“三查、三看、三环”，分批恢复沿
街商铺营业。经核查，街道第一批
恢复营业的主要是关系民生且不
存在人群集聚的商户，如超市商
店、副食品店、药店等。

“三查”排摸审核，查证照、查
人员来源、查措施到位。街道以村
社为单位，排摸辖内沿街商铺、便
民摊点备案建档，做到底数清、情
况明。落实沿街店铺营业上门核

查制度，由街道班子成员分片包
干，联合市场监管、城管等行政执
法力量分三组对店铺上门核查。

“三看”简易流程，看口罩、看
测温、看绿码。要求商铺在营业中
对每位进店人员落实“现场测温、
绿码审核、口罩佩戴”三项管控举
措，严格做好日常防控工作。

“三环”督促整改。对于未达
到疫情期间营业要求的，由工作人
员上门指导劝解，督促整改。多次
提醒未整改到位的，发放整改通知
书，张贴告示。对拒不整改的，由
市场监管局上门执法。

运河“三查三看”有序恢复商铺营业

本报讯 （记者 徐赣鹰） 前
日，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启
动 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通用
DC治疗性疫苗研发及临床研究，
相关项目申报文本已提交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贝达药业”将携手北京鼎成
肽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杭州瑞普
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国内科研

院所、疾控中心等专业机构，由海
归专家团队领衔，共同展开DC治
疗性疫苗研发及临床研究。

“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博
士表示，DC疫苗基于高度特异全
身和局部的细胞免疫重建，对病毒
感染细胞的清除更具靶向性，更精
准高效、安全性高，可实现预防和
治疗的有机结合。

本报讯（记者 潘怡雯）昨天，中共预备
党员、余杭区中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徐梦薇
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武汉，面向党旗庄严宣
誓。

1月27日，徐梦薇作为全省首批31名医护
人员组成的浙江省抗击疫情紧急医疗队重症
监护组中的一员，出征武汉。出发前，她于 1
月 24日郑重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2月
11日，余杭区中医院第一支部委员会召开支部
大会，通过接收徐梦薇为预备党员的决定。

从 2013年入职余杭区中医院至今，徐梦

薇一直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6年多的时间
里，她针对护理工作的特点，护理技术、服务态
度两手抓。这几年，科室引进的新设备、新技
术项目不少，徐梦薇都是较快掌握的一批。

护士长姚萍说，在做好护理工作的同时，
“梦薇关注病人的情绪、心理状态，时不时会做
一些情绪疏导，帮助病人树立积极健康的心理
状态。”作为科室里经验丰富、业务熟练的“老
手”，她也经常做带教工作，同科室的不少年轻
护士都跟着她实习过，是领导、同事眼中“心态
沉稳、观察细致”的优秀护士。

除夕夜接到出征通知时，徐梦薇一句
“我愿意”说得干脆利落，她觉得自己只是万
千爱国、爱同胞的普通人之一。“同胞病了，
我没其他大本事，只能用我的专业本领，去
做一点事情。”此时此刻，她更加庆幸自己选
择了这身护士服，能在国家有需要时，尽一
份自己的力量。

抵达武汉后，她一直在武汉肺科医院重症
监护室工作，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为确诊感
染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做好护理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万建丹 记者 张孝东）昨
天下午，家住五常街道文一社区西溪北苑的小张
下班回家，值守在小区门口的工作人员为他测体
温、扫“余杭绿码”，一套“程序”下来，用时 15
秒。小张告诉记者，“楼道长说现在推出了‘余杭
绿码’，可以减少‘通关’时间。”

小张口中的“楼道长”，是五常中学的党员教
师王迎春。自防疫工作开展以来，王迎春一直积
极参与各种志愿服务，最近她主动报名担任西溪
北苑 41幢的楼道长。这几天，王迎春一直忙着

向楼道居民介绍“余杭绿码”，指导他们如实填写
信息。

“之前，人员信息登记主要靠社区工作人员
挨家挨户上门排摸、手工填报，效率较低。推选
楼道长，对于快速摸清各家情况非常有用。”五常
街道负责人介绍，五常街道通过“社区党委引领+
片区负责人+网格化管理+楼道长”四级工作模
式，将责任层层压实到个人。

楼道长以自主报名、社区推荐的方式产生，
通常由群众基础好、居民情况熟、责任意识强的

党员、居民小组长、居民代表担任，目前全街道像
王迎春这样的楼道长已有 3000名。抗疫情，我
站岗；楼道长，为大家。眼下，楼道长们在各自的
一方小天地里发挥着能量。

此外，五常街道落实各社区卡点、小区楼道
张贴“余杭绿码”告知书及二维码，已在进出口醒
目位置张贴海报500余份、告知书4000余份。数
据显示，截至2月10日22时，五常街道户籍总人
口48249人，“余杭绿码”注册成功的有45807人，
注册率达94.94%。

员工要入厂 先走“健康五步”

（临平报道组 杨嘉诚）王海林是余杭新
奥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也是泛能
3#站的锅炉化水工程师，自年前到现在十几
天的时间里，这位从业 26年的老技术员一直
奔走在管道维护与巡检的一线。

昨日上午9点，王海林来到位于五洲路上
的蒸汽管道。“这根管道主要为‘民生药业’

‘胡庆余堂’几个药企输送蒸汽，最近这几家

企业都复工了，管道也开始运作，所以得做好
维护巡检。”王海林一边调试管道一边说。

自年前起，王海林和他的班组便负责余
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总长40公里管网的维护
与巡检。40公里的管网，只要有一家企业复
工，就得提前一天单独为该段支线暖管。蒸
汽管道与普通管道不同，长时间停运，未通汽
的管道内都是冷凝水，打开阀门需要根据用

户侧实时压力慢慢开阀，防止管道内冷凝水
冲击造成安全隐患。所以，在开阀时就需要
技术人员在旁监测，与中控室当班人员随时
保持联系。

“管网调试一定要慢慢来，切忌急躁。”王
海林说道，“我不仅是班组长，更是一名党
员。这种特殊时期，更需要我们大家团结一
心，共渡难关。”

40公里的管网上 每段都留下一个奔波的身影

全城联动

党员在行动

（余杭报道组 詹有天 通讯员 孔佳琦）
“这幅画的是爸爸与同事在黄湖镇虎山村黄
后公路桥卡点上；这张画的是黄湖卫生院的
医护人员定期上门为居家医学观察人员测量
体温……”这些天，就读于上海大学国画系的
卢竹筠创作了多幅关于父亲的画作。

卢竹筠的父亲卢平是虎山村党总支委
员，也是村里的网格长。抗疫期间，他每天排
查农户信息，安排防控卡点志愿者值守，运送
防疫和后勤物资，及时传达最新指令。

卢平所在的网格有 153户农户、489位村
民，其中有 8户实行居家医学观察。每天，黄
湖镇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会定期上门监
测体温，而卢平负责这 8户家庭的物资采买，
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

从正月初一开始，卢平和同事们就一直
坚守在抗击疫情最前线，而女儿就在后方用
一幅幅画作将父亲等人战斗的模样记录下

来。“爸爸，你们在前方放心战斗，我们在后方
全力支持你们。”卢平说，女儿带给他的话与
画，是他势要打赢防疫战的无尽动力。

“这是我爸爸与战友们的最美瞬间”

五常3000名楼道长上岗 绿码上线当日注册率近95%

本报讯（记者 戚亦铭 刘欣
罗佳豪 通讯员 胡丹 周玉芳 周
德峰）日前，余杭公安、运河街道
主动与德清对接，两地达成共识，
形成联动防控机制。

两个检测点呈对角方向设置，
相距百米，出杭检测点由德清负
责，入杭检测点由余杭公安与街道
共同负责。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在余杭
荷禹路防控检测点，记者看到工作
人员正仔细询问从德清方向过来
的市民，测量体温、登记核对身份

后才放行。该检测点位于余杭运
河街道与德清禹越镇交界处。

余杭德清两地形成联动机制
后，如果遇到杭州或湖州人员要进
入对方辖区，因不符合标准无法通
行时，可以由该人员户口所在地的
检测点来处理。双方的工作职责
进一步明确，当事人在现场滞留的
时间会大大缩短。

截至昨日 9点，荷禹路防控检
测点已核查车辆5000余辆，人员近
9000人次，其中分类处置各类车辆
25辆、人员36人次。

余杭德清携手织牢交界防疫网

抗疫最前线 徐梦薇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本报讯（记者 潘怡雯）杭州
智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位于良渚
街道新港村，自从加入区农业农村
局蔬菜基地直供“白名单”后，公司
订单一直在增加，每天需要采收配
送蔬菜约3000公斤。

中国邮政余杭分公司主动与
区农业农村局联系，为“智坤农业”
提供 1辆邮政车和 4名员工，减轻
企业配送压力。公司负责人陈李
波说，邮政人员熟知路线，配送效
率明显提升，现在订单基本在下午
四五点就能送到。

过去半个月，“余杭三农”志愿
者在“智坤农业”驻点帮忙，有19名

志愿者主动上门摘菜、分拣、打包、
配送。从 1月 28日至 2月 13日，

“智坤农业”已完成“无接触配送”
3611单，配送蔬菜21632公斤，保障
1900户居民的“菜篮子”不断档。

据了解，中国邮政余杭分公司
今天复工，接下来仍将为“智坤农
业”提供人和车，一直持续到疫情
结束。

此外，考虑到即将到来的春耕
和后续蔬菜供应，市农业农村局已
给全区各大蔬菜种植基地送去蔬
菜应急储备种子，同时积极联系快
递企业，努力解决蔬菜基地配送问
题。

区农业农村局与中国邮政合作

帮助蔬菜基地做好小区配送

本报讯（记者 潘怡雯 陈轶东 通讯员
黄洁菁 郑冬来）昨天下午，余杭 4名医护人
员紧急集合前往市区，与浙江省第四批紧急医
疗队汇合，并于今天前往武汉。这也是我区派
出的第三批医疗队。

早上 7：30，区卫健局接到增派人员的紧
急通知，9：00不到，援汉医护人员名单确定。
这 4名白衣天使分别是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吴云龙、急诊科主治医
师吴龙川和余杭区中医院神经外科护师高珊、
ICU护师刘夕瑶。接到紧急召集令时，四人在
医院忙于工作，行李都是让家人准备。

吴龙川的妻子也是余杭一院的护士，理解
支持丈夫的选择，也对他有信心，但依然忍不
住红了眼眶。她说：“儿子问为什么是爸爸
去。我说，不是你的爸爸，就是别人的爸爸
去。”9岁的孩子有点懂事了，出门前用力抱了
下爸爸。吴龙川觉得这个拥抱是最好的鼓劲。

“打仗需要战士，疫情来了医生责无旁
贷。”吴云龙在重症医学科工作 17年，他希望
多年的临床经验能为武汉的疫情救治工作献
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同样经验丰富、业务熟练的还有高珊，党
员的身份和十年护龄让她有了一份义不容辞
的担当。

“我的老家在湖北天门市，我的父母、哥哥
嫂嫂和妹妹都在那里，我是医务工作者，这时
候应该回去为家乡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刘夕
瑶说。出发前，她剪去一头长发，为进入重症
监护室做好一切准备。

据了解，和已经奋战在疫情核心区的 25
名战友一样，这4名医护人员也将进入重症病
区工作。

出征！余杭再派4名医护人员增援武汉
三批医护人员均在重症病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