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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季湘婷
姜宁惠）近日，记者在位于马塘镇
的县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看
到，几辆货车正在排队等待处理。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根据近期疫
情发展形势，他们对进口冷链食品
的检测标准按照最新防疫要求进
行，货物在 100箱以内采样 5%，101
至500箱采样2%，501至1000箱采样
1%，1000箱以上采样 0.5%。采样位
置分别为外包装表面、内包装表面
和冷链食品表面。

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入仓
实行提前预约，商户通过手机APP

“南通百通”申请。据统计，从去年
11月正式启用以来，进仓处理了进
口冷链食品 1307.418吨，消杀 77354
件，核酸检测采样8648件，全部为阴
性。此外，仓内一线工人每周4次核
酸检测，实施封闭式管理。

当前，县市监局加强对进口冷
链食品的监管力度，在全县开展冷
链食品贮存、生产加工、经营单位等
重点场所摸排，全面掌握主体底数
和动态信息。该局督促市场主体严
格执行溯源管理相关要求，索取、查
验所有冷链食品合理有效票据，其
中对进口冷链食品查验、留存、公示

《出库证明》或相关有效证明文件
等。全系统共计出动监管人员
6820人次，检查食品贮存、加工、经
营主体 3389家次。截至目前，共摸
排生产经营进口冷链食品的单位
159 家，均在“江苏冷链”系统进行
了注册登记。针对县城区经营进口
冷链食品的餐饮店较多的情况，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掘港分局把辖区
划分成 5个网格化监管区，对食品
加工、食品存储等单位进行全面细
致排查，目前，已经排查到涉及进
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
82家，其中餐饮店 36家。执法人员
采取入户必到库，到库必到货，到货
必到票，到票必到江苏冷链系统的
监管模式，对辖区内的餐饮冷库食
品生产企业进行监管。

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注重
对进口冷链食品5证的查验，包括海
关报关单、海关检疫单、核酸检测合

格证明、消毒合格证明和出库集中
监管仓的出库证明。截至目前，共
有 9家市场主体没有集中监管仓出
库证明，已依法移交公安进行治安
管理处罚。

下一步，县市监局将进一步加
强监管，严肃查处，对检查中发现
或上级交办的未落实溯源管理有
关要求，贮存、加工、经营来源不明
的冷链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
查处，对发现的“应进仓、未进仓”、

“储存、加工、经营未取得《出库证
明》的进口冷链食品”、走私冻品等
涉嫌犯罪的行为及时移送公安部
门。此外，将通过“如东发布”推送

“疫情线索关乎你我有奖征集快快
行动”，欢迎广大市民积极提供举
报线索，对我县范围内涉及进口冷
链食品和零售药店的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举报，举报电话为 12345、
12315。

全链条追溯，全过程管控——

我县织密进口冷链食品监管网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高玉霞 王
莹）“阿姨，麻烦您出示一下您的行程
码和苏康码。”“您好，麻烦您配合一
下，我们帮您测一下体温。”……这天
上午，在掘港街道日晖社区玫瑰园小
区入口处，几个稚气未脱的青年学生
身着红马甲，为进出的居民测量体温，
查验二码。今年18岁的在校大学生沈
一钒便是其中一个。前些日子，她看
到朋友圈转发的志愿者招募令，便主
动联系相关部门，申请参加社区卡口
志愿服务活动。

根据排班，她的值守时间是从早上
7点到下午4点，工作内容并不复杂，但
同样的话一天要讲很多遍，尤其是早晚

人多的时候，为了防止漏查、漏测，经常
连一口水都顾不上喝。半天下来，汗流
浃背、声音沙哑。“虽然我不能像医护人
员那样奋战在一线，但是我也希望为疫
情防控尽一点微薄之力，用自己的方式
守护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她的脸上挂
着汗，眼神却无比坚定。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沈一钒第一
次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了，去年疫情期
间，她自己动手为卡口值守的志愿者
们做奶茶、面包，捐出自己的压岁钱，
用于支援湖北抗疫，被表彰为“江苏省
大学生抗疫先进个人”。

闲谈间，记者还得知，这个暑假，
沈一钒和她的小伙伴陆嘉豪、左筱优

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当他们从
新闻中了解到河南遭遇强降雨，多地
受灾严重时，便决定将自己的旅游经
费全部捐出用于支援河南。在家人的
帮助下，他们联系了当地政府，了解到
灾区急缺物资，便紧急筹集了 4.5万元
左右的物资，于7月28日凌晨3点出发
奔赴河南灾区。“我们就想着尽快把这

些物资送过去，中间也没有休息，7月
28日下午就把物资送到灾区了，当时
河南灾情很严重，水很深，我们的货车
勉强能通过。”这一趟河南之行，沈一
钒感慨良多，她表示，作为当代青年学
生，她还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传递爱
心、回馈社会，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
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传递爱心 回馈社会

青 年 学 子 在 行 动

农村公路危桥改造是
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的重
要民生工程。去年，我县对
农村公路桥梁情况损坏，发
现有30座桥梁因年代较久，
设计标准低，加上管护不
当，遭到不同程度破损，存
在安全隐患，被鉴定为危
桥。今年，我县将其中的便
民桥、通港二桥、通港三桥、
万龙桥、通海南桥等15座危
桥列入改造范围，日前已完
成整体进度 45%。其余 15
座，将在明年改造完成。图
为城中街道八总村二车口
桥施工现场。全媒体记者
季雯雯 曹磊 实习生 蔡诗
颖 摄

志愿
服务在行动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
丹 吕二函）近日，我县居民在
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一则寻人启
事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则寻人
启事要寻找的是一位烈日下为
遭遇车祸的受伤者撑伞的热心
大姐姐。经多方打听，记者找到
了信息的发布者戴海霞。

家住掘港街道芳泉村的戴海
霞告诉记者，7月12日下午1点10
分左右，她驾驶电瓶车载着女儿
在县城倍得满家居广场西侧的红
绿灯路口，与一辆白色小轿车发
生碰撞，电瓶车倒地，压在了戴海
霞身上，女儿只是受了一些皮外
伤，但是自己从腰到脚伤势严重，
视线也模糊了。这时，有一位好
心的女子过来给她们递了一把
伞，由于当时戴海霞身体疼痛，视
线模糊，没有来得及询问送伞人

的信息。烈日下有了这把爱心伞
的庇护，戴海霞坚持了10分钟，直
到120救护车过来。戴海霞出院
后在家休养期间，一直记挂着这
位给她送伞的好心人，于是就在
微信朋友圈里发布寻人启事，希
望通过广大网友的力量找到这个
人，当面表示感谢。

对于这位递伞女子的善举，
戴海霞的母亲张小兴也心怀感
恩：“那天中午太阳火辣辣的，我
女儿又受伤了，有把伞撑一撑好
多了，现在她好了一些，我们就
想找到这位送伞的好心人，当面
谢谢她。”由于当时事发突然，戴
海霞的女儿年龄尚小，她只记
得，这位善心的姐姐留有一头齐
肩长发。若有知情者可与戴海
霞 联 系 。（戴 海 霞 手 机 号 ：
13773780763）

寻找好心“伞”主人

文明城市 我添彩我添彩

文明城市你抹黑你抹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张予
钦 朱宇晔）近期，县城文峰财
富广场小区外墙修复工程正在
紧张施工，困扰小区居民数年的
问题有望尽快解决。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文峰财富广场小区的居民饱受

“高空坠物”的困扰。“我们这个楼
顶墙体的剥落四五年前就开始
了。黄海西路几栋楼还要严重，
车子被砸不说，有一次还差点砸
伤人。”薛雨林是财富广场小区一
号楼5单元的住户，也是业主委员
会副主任，他告诉记者，财富广场
小区是开放式商住两用小区，全
天人流量、车流量都很大，外墙剥

落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业委会收集材料
形成书面文件，并与相关单位多
次沟通，于去年被列为为民办实
事项目之一，于今年4月开始施工
建设，随时担心“中头彩”的小区
居民，终于松了一口气。

“黄海西路的 2、4、6、8栋都
已经修复结束，现在正在修复
幸福路的高层建筑，7月 1日开
工至今已完成了四分之一左
右。”施工现场负责人曹国杰表
示，楼层越高，空气对流越快，
近期频繁的大风大雨天气影响
工期，他们将抢抓有利时机，力
争早日完工。

外墙脱落有危险 多方协作消隐患

民生民生民生

时间：2021 年
8月12日上午

地点：县城欢
乐大世界内

内容：有居民
在欢乐大世界内饲
养家禽。

全媒体记者 摄

时间：2021 年
8月11日上午

地点：县城紫
城小苑

内容：有居民
在绿化带里长蔬
菜。

时间：2021 年
8月11日下午

地点：县人民
医院

内容：候诊室
有人脱鞋跷脚。

“这几天，您身体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前天下午，县
城古池社区服务站站长周建华和同
事朱学峰来到他们负责的辖区，为
80岁的解庆传老人送去医疗服务。
他们耐心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用
药情况，并给老人测量血压。

朱学峰是古池社区服务站的一
名医生，他告诉记者，除此以外，他
还要指导老人正确用药，包括慢性
病如何控制、饮食生活如何注意
等。“我们夫妻俩腿不太好，也不方
便去医院测血糖血压，社区的医生
一个月来两三次，为我们服务，态度
特别好，处处为我着想，很周到。”解
庆传老人说。

随后，周建华来到社区的一位
产妇家中，对产妇和新生儿进行健
康检查。“这家产妇生了双胞胎，今
天是规定的上门服务的日子。”周建
华告诉记者，由于产妇、新生儿的上
门时间是固定的，有时候遇到周六
周日，他们也要上门，“我们以他们
的时间为准，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
很正常。”

社区医务人员是基层健康的
“守门人”，他们用专业、热心、耐心，
认真履行着职责。他们不仅坚守在
基层一线，为老百姓提供健康管理
和基本医疗服务，成了社区百姓的
贴心人。国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
的每一项，都必须一丝不苟地去完

成。为了给社区居民提供安全有效
便捷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
务，去年，服务站面对面建档810份，
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 940人。
同时对慢性病人及时随访791次，家
庭医生签约 1327人，确保重点人群
人人签约，对腿脚不方便、长期卧床
患者主动上门服务。对管辖范围内
的精神病人和肺结核病人及时回
访，对35岁以上人群做好血糖筛查，
孕产妇和新生儿根据规范访视，0至
6儿童及时打电话通知体检。

朱学峰告诉记者，他们和坐诊
的医生不同，更多的时候是在基层
走。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只要
居民有电话来了，他们就要第一时

间赶到居民家中了解情况，“像我们
社区还有一些精神病人，他们的父
母年纪都大了，家庭经济状态也不
好，我们会对这部分人群多一些关
心，不上门的时候就多打电话了解
他们的情况。疫情发生后，我们还
要给居家隔离的人指导消毒工作，
每天上门测量体温。”

社区医务人员的工作辛苦，但
是对于他们来说，做好居民健康的

“守门人”，这是责任，义不容辞。“作
为在基层服务的一线医务工作者，
我要做的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让
社区人人都享有卫生保健的权利，
我们苦一些、累一些没关系。”周建
华笑着说。

社区医务人员

做健康“守门人”让居民有“医”靠
□ 全媒体记者 袁嘉翊 吴莎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