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8 日，南明区惠民生鲜合力超

市南浦路店的员工对 “移动生活超市” 上

的生活物资进行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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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19 日 18 时

起，南明区按照高、中、低风险区

域进行分级分类管理，严格有序

落实封控或解除措施，最大限度

推进全区经济社会运行有序恢

复……” 9 月 19 日，南明区疫情

防控现场处置指挥部发布相关

通告，南明区开始分级分类有序

流动。

“大家排好队，保持距离，

扫场所码进入超市……” 9 月

20 日， 南明区低风险地区内商

超已陆续开始正常营业，在北京

华联湘雅店， 市民有序排队，扫

码测温进入超市。

“到超市购物的群众很

多， 但疫情防控工作依然不能

放松。 为了保障前来购物群众

的身体健康， 我们采取分批错

峰措施， 严格控制进入超市购

物的人数， 每次限 30 人左右，

出去几个就进来几个。 ” 北京

华联 湘雅 店客 服经 理 陈晓 芳

说。

陈晓芳介绍， 目前， 超市内

蔬菜、水果、肉类、粮油等生活必

需品保障充足，价格平稳，能够

满足市民物资采购基本需求。 接

下来，超市将加大备货，为群众

提供更丰富的商品。

在小区内， 居民佩戴口罩

有序锻炼、散步，不扎堆、不聚

集；在小区出入口，进出居民严

格执行登记、验码、查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等举措；在餐饮店，店

铺 可提 供到 店自 取 和送 餐 服

务 ， 居民有序排队、 扫码、取

餐 ；理发店内，顾客经过测温、

扫场所码、查健康码等步骤后，

全程佩戴口罩接受服务……在

南明区， 熟悉的生活气息慢慢

回归。

南明区各乡 （街道）、村

（社区） 相关部门始终坚持思

想上不松懈，行动上不松劲，加

强巡查排查力度， 严格按要求

抓细抓实分级分类管理各项措

施， 广大群众也积极配合做好

个人防护和健康管理， 全区上

下绷紧防控之弦、 压实防控之

责， 全力推动生产生活秩序逐

步有序恢复。

通讯员 许巧英 陈涛 贵阳

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 文

通讯员 赵松 / 图

9月 18 日清晨 ， 在鱼洞峡

水库， 一艘白色小艇划破平静

的水面， 朝着河对岸的永乐乡

干井村文笔上驶去。 小艇上除

了有村民的补给物资， 还有上

岛为村民服务的医护人员。 小

艇停靠到岸边后， 志愿者手提

肩扛物资和医护人员一起徒步

上山， 行走几分钟大家就已是

满身大汗，“志愿者和医护人员

每天 都要 经历 这段 艰 辛 的 路

途，看着他们流下的汗水，真的

很心痛，但是为了村民，我们必

须坚持。 ” 干井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包本菊说。

文笔上片区属于南明区永

乐乡干井村米汤井组 ， 共有 6

户 37 名村民，由于所处地理位

置偏远， 与外界连接唯一的陆

路是东风镇后所村。 但按照防

疫相关要求， 永乐乡党委政府

决定将此路临时管控。 这就意

味着， 文笔上的交通只能通过

水路来完成。

为了给村民及时提供物资

和医疗服务， 永乐乡党委政府

积极协调渔洞峡水库管理处的

巡逻船 。 从 9 月 7 日起， 志愿

服务队和医护人员便开启了每

天 来回 一 个多 小时的 守 护 之

路。

“感谢 乡党 委 政 府 的 关

心，感谢村委会的帮助，感谢志

愿者和医生的付出。一场疫情，

给我 们的 生活 带 来 了 很 多 不

便，但也是这一场疫情，让我收

获了太多感动， 看到了众志成

城的决心，我们并不孤单。 ” 一

位文笔上村民说。

通讯员 梁英豪 唐文

永乐乡———

用心用情守护村民平安

本报讯 眼下正是秋收的重要

时节，南明区永乐乡水塘村尖山坝

葡萄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按照区域

内可有序活动的防疫要求，南明区

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与乡农技人

员临时组成验收小组，深入基地开

展测产验收。

据悉，今年以来，为加快果业

现代化发展步伐，促进果业提质增

效，实现“果园美 、果农富、果业

强” 的目标，南明区农业农村局在

永乐乡水塘村尖山坝葡萄种植基

地， 实施 2022 年耕地质量提升及

化肥减量增效绿色生产技术集成

示范项目 100 亩， 涉及农户 30 余

户。项目通过推广增施有机肥替代

化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实现化

肥减量， 提升冬晚秋葡萄的品质，

促进农民增收。

验收组按照好、中、差的原则，

随机选取 3 户葡萄大棚进行实地

测产验收，对树体基本情况、种植

密度、单株全采重、单株果穗数、平

均单穗重、含糖量等指标进行一一

检测。 经测算平均亩产可达 2399

公斤， 按照离园价 18 元 / 公斤计

算，亩产值可达 4.3 万余元。

（通讯员 杨婷 文永超 高廷江）

南明区各中小学———

有序开展线上教学

丰富学生学习生活

本报讯 南明区各中小学通

过多种方式, 开展类型多样的课

程及活动， 丰富学生线上学习生

活。

据介绍， 线上教学学生面对

电子屏幕的时间增长、 体育活动

的时间减少，针对这些问题，南明

区多所学校采取了相应措施，如

苗苗实验学校线上开展 “两操一

课间” 活动、 贵阳市第十八中学

线上开设心理健康课和居家劳动

课、 贵阳市第二十一中学线上组

织学生进行居家劳动……丰富多

彩的活动调剂了学生生活、 学习

的氛围，既锻炼了身体，也促进了

家长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调整了

学生心态。

“目前我们区共有 95 所学校

通过线上方式开展教学，其中初中

25 所、小学 70 所，确保疫情防控

期间‘学生不停学、教师不停教、

教学质量有保障’ 。 ” 南明区教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剑说，为确保

全区各学校线上教学高质量开展，

自 9 月 13 日起， 南明区教师学习

与资源中心以教研员包保学校的

方式， 开展线上教学质量监测工

作， 对各校教学情况进行监测、指

导、引领。

监测结果显示，南明区各学校

针对线上教学均制定 “一校一

策” ， 同时各校线上教学均使用

“空中黔课”“云上筑课” 及其他

经过审核的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

育平台” 等资源进行授课，各校均

能规范化、模式化有序开展线上教

学工作。

（通讯员 江永盛）

南明区教育系统———

全力做好寄宿制学校

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本轮疫情发生后，南

明区教育系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响应机制，严格落实寄宿制学校封

闭管理措施，全面加强校园疫情防

控工作。

为切实做好封闭管理寄宿制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南明区寄宿制

学校校内师生员工坚持 “不进不

出” 原则， 加密校园安保巡逻频

次，杜绝校外人员、物资、快递等

通过非正常渠道进出校园。 坚持

“一校一案” 要求，制定校园应对

突发疫情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加大对校园重点场所和高频次接

触物体表面消杀频次，维护师生安

全健康。

同时， 各校备齐备足防疫物资，

统筹谋划、精准统计、合理采购，保障

生活物资正常供应；对进入校园的物

资设立专门交接区、缓冲区，实施不

见面、无接触配送模式；强化“快修保

食洁工”等特殊人群的核酸检测，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寄

宿制学校积极做好留校学生的学

习和生活安排，高度重视对学生的

关心关爱和心理辅导工作，通过成

立家校沟通工作组，组建专门的心

理咨询团队， 开通 24 小时心理咨

询热线，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

动，帮助学生调整好心态，管理好

情绪，切实保障学生身心健康。

（通讯员 许巧英 贵阳日报

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南明区民政局———

织密社会救助“安全网”

关爱特殊困难群众

本报讯 连日来，南明区民政

局不断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织密

社会救助“安全网” ，保障好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

加强特殊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跟踪排查。 南明区民政局协同各

乡、街道，按照疫情防控风险等级

及时调整工作方式，通过电话、微

信、 上门等方式， 加强与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四类儿童等救助对

象的沟通联系， 及时了解他们的

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 有效保障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

扶。 重点关注因疫情在家隔离的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四类儿童，

加强走访探视， 在全面摸排、动

态监测、 及时救助的基础上 ，全

覆盖保供生活物资。 截至 9 月

18 日， 该局为辖区困难群众发

放大米 49.5 吨（9900 袋），发放

蔬 菜 50.05 吨 （生 鲜 包 10010

份）。

加强搜查与救助力度。 全面

启动临时救助备用金， 为各类困

难群众提供救助， 切实提高临时

救助的时效性。 同时，对因封控、

管控、 务工不着等原因造成外地

群众滞留本地、 生活无着正在流

浪乞讨的人员提供临时吃、 住等

帮助。

（通讯员 江萍）

南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开通家庭调解咨询热线

守护群众心理健康

本报讯 为做好疫情期间家庭

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南明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邀请贵州省家庭教

育指导师联合会于近日开通家庭

调解咨询热线。

据悉， 新增的家庭调解咨询

热线旨在为疫情期间可能发生的

各种家庭矛盾、家庭纠纷、心理不

适、家庭教育提供 24 小时公益线

上咨询及指导， 守护群众的心理

健康。

“家庭矛盾、心理疏导、法律

咨询从某些角度来说是分割不开

的，做好家庭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

解，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

贵州省家庭教育指导师联合会会

长许先惠说。

（通讯员 张霞）

南明区农业农村局———

对葡萄种植基地开展测产验收

同心战“疫” 守护家园

———南明区奋力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在骤然打响的疫情防控攻坚战中，南明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与广大人民群众

一起勠力同心、共克时艰，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奋力筑牢疫情防控坚固

防线。

同心战“疫” 、守护家园，成为南明儿女的共同行动。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要迅速行动起来， 尽锐出战，

同心守护南明！ ” 疫情发生以来，

南明区委组织部第一时间发出

倡议，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同志冲锋在抗击疫情第

一线，战斗在守护生命安全最前

沿， 在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

命。

南明区疾控中心党支部迅速

成立流行病学调查、 消毒消杀、

核酸采样、核酸检测、后勤保障

五支应急突击队伍，奔赴疫情防

控一线；南明公安分局成立“爱

心车辆先锋队” ， 全力保障封控

区居民紧急就医需求；五里冲街

道党工委迅速部署，党员干部全

部下沉到点位开展工作；沙冲路

街道党工委以最快速度成立临

时党支部， 集结了一支 170 余人

的志愿者队伍，凝聚起强大抗疫

合力……

此外，还有省、市各地前来支

援或就地报到的党员志愿者，他

们舍小家为大家，以“越是艰难

越向前” 的战斗姿态奋战在一

线———

南明区筑城广场方舱实验室

临时党委成立， 下设 3 个临时党

支部， 集结了省内各市 （州）医

务人员、 机关干部、 派出所、城

管、 供水供电等工作力量， 共同

为核酸检测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贵州省税务系统在职党员干部杨

光亮投身所在社区疫情防控，任

花果园 V11 栋楼长、临时党支部

书记， 通过强化党建引领、 物资

保障、 沟通协调等举措， 推动该

楼栋各项防疫工作高效运转；在

白云区委宣传部工作的李科就地

转为党员志愿者，任花果园 L1 区

6 栋临时党支部书记， 带领志愿

者、居民同心抗疫……

把党组织建立在抗击疫情最

前沿。 在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下，

南明区全面动员、 全面部署、全

面行动， 以上下贯通、 执行有力

的严密组织体系集聚抗疫合力，

团 结 凝 聚 各 方 力 量 同 心 战

“疫” 。

在花果园片区花园居委会

接驳点 ，一辆写着“基本生活

物资保障销售点 ” 的公交大巴

映入眼帘， 这是南明区在花果

园区域投用的“移动超市” ，每

个接驳点配备一辆 ， 共计 57

辆。

据了解， 南明区根据花果

园区域居民需求、 物资接驳点

分 布等 情况 ， 设计 点位 大 巴

“移动超市” 持续保供民生物

资， 有效缓解因人员和车辆管

控， 保供超市门店到小区终端

配送运力不足的问题， 打通物

资配送“最后一公里” 。

点位大巴“移动超市” 由市

农投集团负责完成物资采购、配

货， 居民每日根据需求在微信

“农惠生鲜” 小程序下单，次日

由楼栋长、 志愿者多点位配合，

从“移动超市” 取货直接送达居

民家门口。

“我们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就 是配 送居 民 线上 订购 的物

资，保障从接驳点到居民楼栋

的‘最后 100 米 ’ 。 ” 花果园

L1 区 志 愿 服 务 队 队 长 陈 雪

说， 为了确保不错送一户 ，志

愿服 务队 建起 了较 为 完善 的

志愿服务体系 ， 包含指挥组 、

信息 组 、 统 计组 及配 送 物 资

组 ，不管是政府免费发放的物

资还 是居 民通 过 线上 订购 的

物资，都能精准送到每一位居

民家中。

“我们是从 9 月 12 日开始

在花果园片区投入‘移动超市’

助力生活物资保供的，日均保供

单量高峰在 13 日至 15 日， 每日

约 7000 单。 ” 市农投集团旗下贵

阳农投惠民生鲜经营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企业将持续做好

“移动超市” 集单集配，全力保

障民生需求。

在花果园区域投用“移动超

市” 的基础上，南明区协调农投

惠民、星力、合力、沃尔玛、永辉、

宾隆、北京华联等保供企业在全

区投用更多“移动超市” ，保质

保量保价供应重要生活物资；部

署 5 家鲜肉保供企业分片保供，

严格执行“三定一包”（定点、定

线、定人、包片负责）和统一标

准、统一售价的规定，保障花果

园片区新鲜猪肉供给；推行“点

位长 + 楼栋长” 的 “最后 100

米” 末端配送保障机制，每栋楼

明确楼栋长，每单元配备单元长

和志愿者，负责本楼栋居民生活

物资需求统计、集单、下单以及

接收物资并配送到家。

抗疫是一场大考 ， 做好居

民生活物资供应保障是其中的

一道必答题。 南明区不断在实

战中补齐短板弱项， 持续优化

完善物资保供、 配送 、 发放体

系，增强保供力量、抓好接驳转

运、 确保末端配送， 打通最后

“一公里 、一百米 ” 堵点 ，更好

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A� 筑牢抗疫防线 凝聚抗疫强大合力

B� 优化保供措施 保障生活物资需求

C� 绷紧防控之弦 有序恢复生活生产

9 月 20 日，在南明区沙冲路街道保利

凤凰湾社区一药店内， 辖区居民在选购药

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