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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情窑网格员在行动

本报讯 野2月 14日上午袁河桥迎宾
大酒店捐赠 50箱八宝粥曰2月 12上午袁
胡正建兄妹四人捐款 10000元曰2月 3日
下午袁 陈连红捐赠 1000个口罩噎噎冶每
一笔捐赠的捐赠日期尧捐赠人尧接收人尧
款项数额袁 河桥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社
会捐赠物资登记簿上都记得明明白白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袁

河桥镇全体党员干部始终奋战在疫情防控
第一线袁爱心人士也纷纷捐款捐物袁助力疫
情防控遥 对此袁河桥镇纪委积极履职袁主动
跟进袁严把野三关冶袁确保向捐赠者和社会交
一本明白账尧廉洁账尧放心账遥

严把野接收关冶遥 捐赠活动由镇纪委
统一野扎口冶管理袁财政所负责捐赠物资
接收和发放袁 对所有收到物资即时造册

登记尧当日汇总盘存袁确保帐物清晰曰凡
直接赠送给疫情防控一线的物资必须上
报袁不容隐瞒袁不允许私自分配遥

严把野发放关冶遥 镇疫情防控指挥部
统筹调配捐赠物资袁 财政所根据调配计
划进行发放袁做到账目清楚袁审批人尧发
放人尧收领人尧监督人签字齐全袁确保捐
赠物资全部用于疫情防控工作遥

严把野公示关冶遥镇纪委每天将接收尧
发放的物资通过公示栏尧 微信群等形式
向社会公布袁接受社会监督遥

野对社会捐赠物资袁我镇实行专人专
管袁在调配使用上严格执行审批制度袁确
保每一笔捐赠物资都用到疫情防控第一
线遥 冶谈到捐赠物资监管袁河桥镇纪委书
记孙锐说遥 通讯员 周程 孙高平

河桥镇疫情防控社会捐赠物资有本明白账

近日袁江苏天兴轴承有限公司为员工进行复工前的体检遥
据悉袁 该企业系盱眙法院挂包企业袁 了解到企业的复工需求
后袁盱眙法院积极帮助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袁并联系医院袁
做好企业员工的体检袁确保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不误遥

通讯员 陈松宝 陈浩明

本报讯 为全面提高广大市民的疫情防范意识袁交警城区中队充
分利用城区各个信号灯路口人行横道灯 LED显示屏和交通违法曝光
LED显示大屏的宣传优势袁循环滚动播放各类疫情防范标语和画面遥

通过信号灯路口人行横道灯自带的小喇叭语音播报功能袁 自行
录制防范知识音频并通过小喇叭在路口播放袁 让每位在信号灯路口
等待红绿灯通行的市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一次疫情防范知识的熏
陶袁从而引导广大市民正确认识疫情袁主动做到不聚集尧不聚餐尧不造
谣尧不传谣遥 通讯员 高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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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城区中队
多渠道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本报讯 为全力做好市场生活物资保障工作袁县市场服务中心在
供应保障尧市场管理尧防疫消杀等工作时加强管理袁确保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保障生活物资供应遥

该中心每日利用喇叭宣传防控要求袁 所有进市场交易人员必
须佩带口罩袁每日开展例行消杀及检查工作袁严格做到每日 2次深
度消杀遥 对从外地贩运至市场的蔬菜品种尧数量尧进出市场价格进
行严格登记袁在保障生活物资市场供应的同时袁加强价格检查尧市
场巡查遥 融媒体记者 朱晓星 通讯员 杨兴伟

县市场服务中心
全力保障生活物资供应

太和街道社区网格员
防“疫”战线上的先锋
本报讯 野疫情防控已进入关键时期袁请我们小区的住户

戴口罩尧勤洗手尧不外出尧不聚集尧不传谣尧不信谣袁积极为社区
提供外来人员信息冶遥 近日袁太和街道境内随处都能听到小喇
叭传出来的声音遥据悉袁这是太和街道分布在居民集中区及商
住小区 50多位社区网格员的声音遥 疫情当前袁社区网格员们
每天走遍社区袁贴公告袁发传单袁回应群众关切袁全身心地投入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遥

自联防联控工作开展以来袁 街道社区网格员始终坚守一
线袁利用微信群尧朋友圈尧公众号等方式传达党的声音袁积极普
及宣传中央尧省尧市尧县关于新冠肺炎的防控措施等相关政策遥
在疫情面前袁他们高举党的旗帜袁及时发声引导袁把党中央精
神传遍千家万户遥

他们不讲条件袁勇于担当袁服从组织安排袁以社区为网格袁积
极对辖区内湖北返乡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排查尧登记袁实施网格化
管理袁做好相关台账曰对重点人员进行居家隔离袁每天两次上门测
量体温袁全面监测健康状况袁自发为居家隔离的群众代买生活用
品袁切实做好监督服务工作遥

疫情面前袁太和街道社区网格员以党建为引领袁扎实开展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袁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遥

通讯员 范加强

本报讯 当前袁 县科技局在县委
县政府指导下袁充分发挥能作为尧敢担
当的精神袁 稳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相
关工作遥

密切联系企业袁 做好政策宣传工
作遥 该局安排专人向帮办企业宣传
叶关于做好我县工业企业复工和企业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曳叶关于加强盱
眙经济开发区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曳等文件袁解读文件内容和复工
要求袁 并请外地工作人员暂缓来盱遥
我县出台叶关于应对疫情影响支持全
县企业发展的十二条意见曳等相关政
策后袁该局将利好政策向帮办企业做
了宣传及政策解读遥

主动服务企业袁做好防疫准备工
作遥 接到企业复工申请后袁该局主要
负责人带队深入企业袁 了解企业口

罩尧消毒液尧体温计等防疫物品准备
情况袁并对企业的防疫宣传袁厂区消
毒袁食堂分隔就餐尧AB岗轮班机制等
相关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袁对企业复工
准备工作进行全面指导遥

时刻提醒企业袁 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遥 复工在即袁 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
时袁县科技局向帮办企业传达了叶关于
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安全措施的通知曳

叶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安全
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曳 等文件
要求袁 提醒企业时刻要把安全生产工
作放在前袁在防控疫情的同时袁绝不能
忽视安全工作袁 确保消防设施准备充
分袁员工操作符合规范遥

目前袁县科技局帮办的企业已有 2
家成功复产袁 正积极协调帮助另 2家
企业的复产事宜遥 科技局宣

县科技局稳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近日袁 鲍集镇一手抓
疫情防控袁一手抓经济发展袁多举措
助推企业复工复产袁 帮助企业做好
复工复产期间的防疫工作袁 有效助
推经济发展遥

严格把关企业复工复产条件 遥
要求企业建立健全防控组织机构 袁
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袁 根据防控
需求袁配备口罩尧消毒液等疫情防控
物资袁建立库存和使用台账曰落实从
业人员管控要求袁 要求返岗职工完
善个人健康档案袁 签订岗位防疫承

诺书袁加强野风险人群冶的动态管理曰
执行公共场所防疫措施袁 复工复产
企业必须对生产经营场所尧 施工场
地和生活区实施封闭管理袁 按要求
对重点区域和设施设备进行清洁消
毒曰 采取一人一桌分时段就餐制避
免集中就餐遥

严格执行复工复产程序遥 镇政
府成立企业复工复产验收小组袁对
具备复工复产条件的企业袁 进行资
料审查和现场查验遥 验收通过的复
工复产企业袁 由镇委派一名驻厂监

管员负责监督实施遥
加强复工复产企业日常防控措

施遥 加强上下班防控袁实行全过程封
闭式管理袁全部员工必须佩戴口罩袁
每天接受 2 次以上体温监测和登
记袁禁止一切离岗聚集活动袁禁止不
同车间人员串门遥 加强工作场所防
控袁对公务来访尧车辆管理尧食堂和
用餐以及职工宿舍防控遥 坚持每日
上班前尧下班后对生产车间尧食堂尧
卫生间等公共场所和职工聚集场所
的设施尧设备进行全面消杀防疫袁明

确责任人并实时做好记录遥 加强宣
传引导遥 设置体温监测和健康状况
登记岗位袁 利用多种形式加强疫情
防控知识宣传普及遥

指导企业完善应急处置措施遥 指
导复工复产企业制定疫情应急处置预
案袁明确专人负责遥企业正常生产过程
中袁若发现有发热症状人员袁由企业负
责人或驻厂监管员对其在企业进行隔
离袁专人专车转诊至定点医院处置袁做
好其他工作人员隔离工作袁 并向镇政
府报告遥 通讯员 徐素素

鲍集镇多措并举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穆店镇境内有 1名外籍人员袁 缅甸人袁MAY SHINE
OO 渊中文名院 蒋祖芬冤袁 丈夫杨春是穆店镇龙王山村赵庄小区人遥
MAY SHINE OO来中国已经七八年了袁 跟随丈夫常住苏州务工遥
春节时袁她和丈夫带着孩子返回盱眙婆家遥

疫情防控期间袁县外事办安排镇村干部每日向她转发江苏国际在
线的疫情通报袁多种语言翻译的每日疫情情况袁确保她在第一时间获
取疫情的最新消息遥村干部尧志愿者定期通过微信尧上门走访等方式询
问其身体尧精神状况袁为其发放口罩尧体温计等防护物资袁并帮助采购
生活所需品遥

蒋祖芬用流利的中文说道院野谢谢你们的关心袁我很好袁你们把有
限的精力放在更需要的人身上袁我相信政府袁也愿意遵守所有规定袁疫
情终将过去袁期待春天来临袁大家愉快地相聚遥 冶

通讯员 李涛 朱芮

疫情防控无国界 用心服务零距离

近日袁我县企业开始陆续复工复产袁为做
好复工期间防控工作袁我县要求复工企业加强
返岗人员管理袁落实防控措施袁确保复工防控
两手抓遥图为江苏蓝雁住宅工业有限公司为进
入厂区的返岗工人测量体温袁每天下班后对厂
房全面消毒遥

融媒体记者 张瑞清摄

王万里 现任县交通局办公室负责
人尧公路路政大队队长助理遥 男袁汉族袁
1978年 7月出生袁1996年 12月参加工
作袁1999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袁 函授
大学学历袁马坝镇人遥 自全县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开展以来袁 积极参与交通管控工
作袁实际表现突出袁拟任县属事业单位副
科职干部袁试用期 1年遥

王兆眙 现任县运输管理所党支部
副书记遥男袁汉族袁1968年 1月出生袁1986
年 10月参加工作袁1989年 1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袁函授大专学历袁盱城街道人遥 自
全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开展以来袁 积极
参与交通管控工作袁实际表现突出袁拟任
县属事业单位副科职干部袁试用期 1年遥

张春华 现任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
综合科科长遥男袁汉族袁1980年 5月出生袁
1997年 9月参加工作袁2009年 7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袁党校大专学历袁马坝镇人遥
自全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开展以来袁积
极参与小区一线防控工作袁 实际表现突
出袁拟任县属事业单位副科职干部袁试用
期 1年遥

陈同义 现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尧四级主任科员遥 男袁汉
族袁1972年 2月出生袁1992 年 12 月参
加工作袁1998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袁
自考大专学历袁马坝镇人遥 自全县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开展以来袁 积极参与物
资保障工作袁 实际表现突出袁 拟任镇
渊街道冤副科职干部遥

干部教育培训 2019年度积分 13
分袁累计积分 102分遥

陈 亮 现任县卫健委办公室负责
人尧 原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党支部副书记遥 男袁汉族袁1978年
6月出生袁1998年 9月参加工作袁2004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袁党校大学学历袁马
坝镇人遥 自全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开展
以来袁 积极参与指挥部办公室综合协调
工作袁实际表现突出袁拟任县属事业单位
副科职干部袁试用期 1年遥

周万江 现任县医疗保险基金管
理中心负责人尧 原县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管理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尧 办公室副
主任遥男袁汉族袁1977年 3月出生袁1997

年 12月参加工作袁2002年 8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袁 党校大学学历袁 黄花塘镇
人遥 自全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开展以
来袁积极参与小区一线防控工作袁实际
表现突出袁 拟任县属事业单位副科职
干部袁试用期 1年遥

赵长洋 现任县公安局旧铺派出所
副所长渊主持工作冤尧四级警长遥 男袁汉族袁
1975年 6月出生袁1998年 12月参加工
作袁2000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袁党校大
学学历袁马坝镇人遥 自全县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开展以来袁积极参与社会防控工作袁
实际表现突出袁 拟任县公安局基层派出
所教导员袁试用期 1年遥

干部教育培训 2019 年度积分 16
分袁累计积分 173分遥

拟 提 拔 人 选
渊按姓氏笔画排序冤

企 业 复 工 ，这 些 知 识 你 要 知 道
复工之后袁售货员尧地铁的工

作者尧媒体人员等特殊人群袁可能
面对的风险要比普通群众更高一
点袁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说袁有没有
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钥

广大环卫工人尧 公交车司乘
人员尧出租车司机尧售货员尧餐厅
服务人员 尧武警 尧交警 尧安保人
员袁还有媒体记者和快递人员等
等袁这些都是日常接触人员比较

多袁感染风险要比普通人群更大
一些袁所以要更重视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防护工作袁要准备好口
罩这些防护用品和消毒用品袁并
做好日常清洁和消毒遥

工作期间要注意个人防护袁在
岗期间要规范佩戴口罩袁口罩在变
形尧弄湿尧弄脏之后会导致防护性
能下降袁要及时更换遥 同时要注意
手卫生袁 平常用洗手液和流水洗

手袁每天至少两次测量体温袁一般
情况下不必穿戴防护服或者防护
面罩这些防护用品遥

如果出现发热尧咳嗽尧呼吸困
难尧腹泻尧呕吐尧肌肉酸痛等症状袁
应该立即停止工作袁 不能带病上
岗袁应及时就医遥

企业复工后袁企业在岗员工应
如何防护钥 在食堂就餐时袁不得不
摘掉口罩袁这时候应该怎么办钥

第一袁企业员工应佩戴符合要求
的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曰特别是人比
较多的办公场所遥在存在化学毒物和/
或粉尘的作业场所作业时袁员工应根
据接触浓度佩戴相应的防毒/防尘口
罩或面罩袁当口罩发生损坏或阻力明
显增加时应立即更换遥 在佩戴口罩前
和摘下口罩后应首先洗手遥

第二袁 员工在进入办公场所尧
车间前要筛查体温和健康状况遥

第三袁 保证洗手设施正常袁员
工进入办公区域尧车间尧宿舍应先
洗手遥同时袁保持通风袁每 2-4小时
开窗通风一次袁 每次 20-30分钟袁
人员较多的办公室袁可适当增加开
窗通风次数遥
第四袁用餐应尽量采取错峰就

餐袁避免聚集袁落座间隔应保持 1
米以上袁有条件可以使用分餐制遥
盱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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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关于疫情防
控工作的决策部署袁全面落实野一手抓疫
情防控袁一手抓经济发展冶的总体要求袁
结合我县实际袁 现将各行各业复工复产
复业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院

一尧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遥 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野三个责任冶袁即院企业主体责
任尧帮办单位服务责任尧主管部门监管责
任袁凡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尧符合各项防控
要求的企业袁 向主管部门备案后即可复
工遥 主管部门以定期和不定期方式对复
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巡查袁 一旦发现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落实不力袁 且未能及时按照要求整改到

位的袁立即勒令停工停产遥
二尧加强返岗从业人员管理遥 根据疫

情风险等级袁优化来盱人员管理袁对来自
高风险疫情地区人员袁暂缓返盱复工遥 除
高风险地区人员外袁 其他省外人员由用
人单位提供行动轨迹尧 帮办单位提供体
检报告后即可返岗遥 省内人员由用人单
位提供行动轨迹并经健康状况评估后即
可返岗遥 县内人员由所在地村居出具证
明后即可返岗遥 鼓励返岗人员采用包车尧
驾驶私家车等形式来盱遥 其他从业人员
要开展定期体温检测袁做好个人防护遥

三尧确保物资运输畅通遥 除跨市跨
县交通卡口外袁 县域范围内全面取消

交通管控卡口袁 畅通生产生活物资运
输遥因生产型企业原材料供应尧成品销
售等袁 涉及跨市跨县物流运输需办理
通行证的袁 帮办单位应及时帮助企业
办理相关证明遥

四尧全面实行负面清单遥 影剧院尧棋
牌室尧游艺厅尧网吧尧舞厅尧酒吧尧茶楼尧
KTV尧公共浴室尧足浴店尧牙齿保健尧推拿
按摩尧美容机构尧线下社会培训机构尧室
内健身游乐场所曰 野生动物交易和城区
农贸渊集贸冤市场内活禽交易场所曰其它
游艺游戏场所尧易造成人员集聚的景点尧
农家乐等旅游休闲经营类企业曰 公共文
博场馆等场所, 各类展会及促销活动袁其

它文体尧宗教聚集活动遥 负面清单以外行
业企业可有序复工复业遥

五尧强化社会综合监管遥 各生产经
营单位要全面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袁严格落实各项防控要求袁落实落细
各项防控措施曰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
实部门监管责任袁加强日常督查袁发现
未经验收备案擅自复工复产复业及备
案后不落实防控要求袁 限令立即整改
到位曰各镇街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袁加
强网格化管理袁强化社会综合治理袁为
广大群众营造文明和谐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遥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袁 上述禁

止性措施解除时间视疫情防控形势另行
通知遥
各行业主管部门联系电话院

工业和信息化局院
80915690 15252401735张尧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院
88260068 15105230071蔡楚

市场监督管理局院88210315
防疫指挥部办公室院88202072

盱眙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20年 2月 20日

关 于 进 一 步 优 化 疫 情 防 控 措 施
有序推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复业的通告

1.履行主体责任遥企业主要
负责人要切实承担起防疫工作
第一责任人的职责袁 成立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小
组袁 并制定防控工作方案和应
急处置预案袁严格履行责任袁根
据实际需要袁 配备口罩尧 消毒
液尧酒精尧体温计等防控物资袁
确保各项防控举措落实到位遥

2.严格人员管理遥企业要严
格执行健康上岗制度袁 对员工
的姓名尧身份证号尧家庭住址尧
联系电话尧健康情况尧从何处返
盱尧返盱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尧乘
坐时间尧 交通工具的班次号等
详细信息袁要野一人一档冶做好
登记造册袁以便追溯核查遥 要为
员工开展防疫知识宣传培训袁
每天开展员工健康申报和检
查袁 由专人负责对每名进厂职
工进行体温测量并记录遥 督促
员工做好个人卫生防护袁 做到
戴口罩尧勤洗手袁避免参加聚餐
聚集活动遥 疫情期间减少安排
员工外出袁 严禁赴疫情高风险
地区出差遥 外来人员尧访客进入
厂区前应接受体温测量并实名
记录体温信息遥

3.确保生产经营场地卫生遥

复工前对厂区尧 门厅楼道尧电
梯尧会议室尧车间尧生产设施等
进行一次全面消杀防疫袁 确保
符合疫情防控安全条件遥 复工
后加强落实办公区尧生活区尧自
备班车等各类设施的环境清
洁袁每日消毒不少于 2次曰工作
及生活场所定时通风换气袁保
证空气流通遥

4.完善就餐制度遥 就餐应
作为防控重点环节袁企业食堂
禁止宰杀活畜禽袁餐具必须每
天消毒处理袁注意食品安全卫
生袁不聚集用餐遥 食堂工作人
员实行严格的健康状况调查
和检查袁每日岗前必须测量体
温并保留检测记录遥

5.守住安全底线遥 提前做
好重点设施设备尧生产经营场
所安全隐患排查袁加强员工安
全培训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措
施遥

6.执行野日报告冶制度遥主动
配合属地政府开展防疫检查袁
企业应按照属地及行业主管部
门要求袁 如实报送复工及疫情
防控相关数据信息遥 发现问题
立即整改袁 自觉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遥

一是门卫管理遥 要求建设尧监理尧施工尧物
管企业等单位联合管控袁 均安排人员落实门
卫制度袁实行野1+3冶负责制度袁即院野1冶是指每
个企业必须安排一名科级干部挂包袁野3冶是指
帮办单位派一名工作人员驻点袁 卫健部门和
公安部门各明确一名人员挂包袁 负责每天对
企业的防控和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指导督查袁
同时对企业面临的问题给予协调解决遥 生活
用品等物资采购建议外送袁 所有运输车辆随
车人员禁止下车遥 每天对进入施工现场人员
测量体温并做好记录袁若有发烧尧咳嗽等症状
要及时就医袁 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前不得
进入施工区域遥 严禁未经测温人员进入施工
现场袁严禁施工现场人员私自外出遥

二是宣传工作遥 利用宣传牌尧班前教育等

多种方式进行宣传袁 让每个从业人员都能了
解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措施袁提
高防护意识遥

三是防治措施遥 配备必要的口罩尧 消毒
液尧洗手液等防疫物资袁工地所有人员都要配
戴口罩遥 对食堂尧宿舍尧卫生间等重点部位要
按规定定点定时消毒尧通风换气尧保持卫生清
洁遥 食堂要每日清洁餐具并定期用 75%酒精
或 84消毒液等消毒遥 外购食品要认真把关袁
确保通过正规渠道购置遥 不准捕猎尧加工尧食
用野生动物袁 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切菜板及刀
具要分开袁做饭时彻底煮熟肉类和蛋类遥

四是应急处置遥 督促项目部加强对出现
症状务工人员的观察处置袁 所有务工人员若
出现发热尧咳嗽尧气促等症状袁务必第一时间

到就近医疗机构就诊遥 就诊途中避免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袁就诊时要主动告知医生旅居史袁
听从医护人员指引袁全程佩戴口罩遥 在采取措
施的同时袁劳务用人单位务必详细填写叶疑似
病例务工人员统计表曳袁 登记其到盱眙的时
间尧车次渊车牌尧航班号冤尧座位号袁抵达盱眙 15
日内每日的大致活动范围和接触人员范围袁
积极配合疾控部门做好密切接触人群的追踪
和排查等工作遥

五是信息报告遥 实行疫情防控日报告制
度和出现疫情立即上报制度袁 要求项目部一
旦发现有工地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或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时袁要
快速响应尧有效应对尧及时处置袁发现问题立
即上报袁无事报平安遥

1. 落实专人定期对经营场所进行通风尧
消毒遥

2.从业人员必须落实戴口罩尧勤洗手等
自我防护措施袁每天早晚两次检测体温遥

3.积极采用预约服务尧定点服务袁减少

野人际接触冶袁 最大限度降低店堂内人员数量
渊餐饮行业严禁堂食冤遥

4.因行业特性必须提供到场服务的袁安排
专人维持秩序,合理安排进店人员间距袁督促
提醒消费者戴口罩袁杜绝人员集聚遥

5.直接接触消费者的共用服务工具尧设施
设备袁必须做到一用一清洗袁一用一消毒遥

6.发现业主尧员工及消费者存在发热尧胸
闷尧乏力等异常症状袁应第一时间报告属地政
府袁并实施隔离尧120转运送医等措施遥

工业企业复产防控要求 建 筑 工 地 复 工 防 控 要 求

个体工商户营业防控要求

注院相关申报备案资料由业务主管部门另行印发

为有序做好疫情期间城区公交运营
保障工作袁积极应对企业逐步复工复产和
群众基本出行需求袁 决定自 2020年 2月
20日 13:00起首先恢复城区 1路尧7路公
交运营袁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院

一尧 恢复期间运营时间为 7:30-18:
00袁发车间隔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遥

二尧广大市民要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相
关规定袁全面做好个人防护袁乘坐公交车
必须全程佩戴口罩袁主动配合乘务人员进
行体温检测袁并登记身份信息在车内分散
乘坐遥 对于不戴口罩尧不配合测量体温的
人员一律劝拒乘车袁对于体温异常者渊温
度跃37.3益冤袁一律劝拒乘车遥

三尧公交公司将做好公交车辆的日常
消毒尧车厢通风等防护措施袁落实野一车次
一清扫一消毒冶的要求袁对车厢内座椅尧拉
扶手尧空调出风口尧投币箱尧垃圾桶等设施
设备进行彻底消毒袁营造健康安全有序的
乘车环境遥

四尧公交公司向全县各企事业单位提
供定制服务遥

联系人院王先生
联系电话院18015160007尧88210046

盱眙县交通运输局
盱眙国有联合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2月 20日

关 于 恢 复 城 区 部 分
公交线路运营的通告

关 于 开 通 企 业 复 工 复 产
运 输五 项 便捷 通 道 的 通 告

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期间袁 为全
力做好复工复产企业运输袁确保物资尧人
员运输畅通袁 决定在全县实施企业复工
复产运输五项便捷服务通道院

一尧便捷咨询通道院
设立专项服务办公室袁 服务复工企

业运输需求袁办公地址院都梁中学对面福
如检测站院内 袁24 小时服务热线 院
13770466982,18762066883,15905238166遥

二尧便捷办证通道院
企业关注野江苏运政服务冶微信公众

号袁上传县发改尧工信尧商务尧农业农村等
部门开具的证明等材料尧 填写表格网上
申请袁交通部门不见面在线审核后袁企业
自行打印叶车辆通行证曳袁配合上述证明
随车携带全国范围内通用遥

渊野江苏运政服务冶微信公众号冤
三尧便捷协调通道院
在运输过程中遇有障碍时袁为复工

复产企业提供省内外全程协调服务遥
四尧便捷货运通道:
储备 20辆尧共 600吨位货运车辆袁

为复工企业提供应急运输保障服务袁服
务单位院盱眙县四方物流有限公司渊电话

15861779337冤尧盱眙县快捷运输有限公
司渊电话 15189563999冤尧盱眙县新马汽车
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渊电话 13801400850冤遥

五尧便捷客运通道:
储备客车 20辆尧共 997个座位袁为

复工企业员工返厂提供定制包车服务,
服务单位院淮汽集团盱眙客运有限公司袁
联系电话院0517-80978800袁
13901400458袁15050808899遥

储备公交车 20 辆袁为复工企业员
工上下班提供定制公交通勤服务袁服
务单位院盱眙民众公交公司遥

联系电话院88210046袁18015160007遥

盱眙县交通运输局
2020年 2月 19日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防控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