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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爱，无惧严寒。入冬以来，烟台民政
系统全面加强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老年人、孤
困儿童、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和民政服
务机构的摸排救助力度，切实保障好民政服务对
象安全温暖过冬。

建立困难群众“温暖过冬”排查台账

入冬以来，全市各级民政部门主动加强对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经济困难老年人、孤困儿童、
农村“三留守”人员、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困难群
众的走访排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
全面了解并及时解决困难群众在防疫、饮食、取
暖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前几日暴雪封门，招远市民政局通过普天助
老员视角，及时发现低保对象家中炕灶开裂，意
识到冬天生火炉时容易发生煤烟泄漏，存在安全
隐患。为了保障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安全，助老
员主动为服务对象联系了土建施工人员进行炕
灶翻新修理，将炕灶修葺一新。我市各区市均在
镇街建立了困难群众“温暖过冬”排查台账，特别
对冬季取暖、用气用电安全情况进行自查，对取
暖设备、电线、管道等进行查验维护，妥善抓好风

险隐患排查整治。入冬以来，各区市针对民政服
务机构供暖、供气、供电以及安全生产情况开展
检查40余次。

2020年11月起，市民政局组织人员专门对
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冬季取暖情况进行逐一
摸排，全市246家养老机构（含乡镇敬老院）、2处
儿童福利机构供暖正常，物资储备充分、设备设
施运行良好。开发区在媒体制作专门节目宣传
冬季取暖安全防护和自救知识，潮水镇发动264
名镇村干部，遍访872名特困人员、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等特殊群体，建立点对点帮扶机制，发放
煤炭5700多公斤、米面肉蛋奶油2700余公斤。
芝罘区对全区2684户、3649名低保对象，39名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进行了全面排查。莱州市结
合机关干部大走访，拉网式走访271051户，发放
安全防范宣传材料28.3万份。莱阳市民政局组
织第一帮扶人到所帮扶的62个贫困户家中进行
了走访慰问。高新区紧盯因村庄迁建临时居住
在过渡安置房的群众，实地查看水、电、暖供应情
况，压紧压实包保责任。

加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自2020年11月16
日起，我市各级民政部门组织开展了“寒冬送温
暖”专项救助活动，特别是针对近期寒潮降温天

气，民政部门积极主动加强与公安、城管、交通等
部门协调配合，加大街面巡查救助力度，及时做
好救助应急处置工作，全市累计救助流浪乞讨人
员146人，发放棉衣、棉裤、棉鞋、棉被、御寒食品
等物资460多件，保证了流浪乞讨人员及时发
现、妥善救助。

针对性救助帮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

在摸排基础上，我市对符合低保、特困供
养、临时救助等申请条件的，优化简化审批程
序，做到特事特办、快审快批，及时纳入社会救
助范围。

落实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城乡低保标
准分别提高到787元/月和588元/月，同步提高
了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照城市特
困、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类别，对城市困难居民
家庭冬季采暖分别给予一次性2000元、1600元
和600元的资金补助，为全市城市困难居民家
庭发放补助资金753.52万元。落实了急难救助
对象24小时先行救助制度，健全完善主动发现
机制，夯实乡镇（街道）、村（居）主动发现责任，
全面公开各级社会救助求助热线，切实提高了

临时救助的针对性时效性；指导各区市提高镇
街临时救助备用金额度，3000元以下小额临时
救助直接由镇街审批发放，保证了寒冬时期临
时救助需要。海阳市集中拨付150万元温暖过
冬临时救助资金，按照人均不低于2000元的标
准，对走访摸排和主动发现的困难群体集中开
展临时救助。

入冬以来，全市共有低保对象74742人（新
纳入低保640人），发放低保救助资金3112.3万
元；共有特困人员 23050 人（新纳入特困 435
人），发放特困供养资金1896.6万元；开展临时
救助 3268 人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 695.03 万
元。龙口市对申请低保、特困供养的贫困群众，
视情先行临时救助，及时缓解生活困难，再按程
序审核审批，累计应急救助帮扶37人次。蓬莱
区投入近 60万元为贫困户修缮房屋、发放燃
煤、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为取暖困难的群众送
去燃煤2000多公斤。莱州市民政局携爱心企
业筹款20余万元，向养老机构发放200床棉被
和若干过冬物资。福山区广泛发动社会组织开
展暖冬行动，保障困难群体安全温暖过冬。栖
霞市对城区200户困难家庭实施了集中救助，
发放物资12万元。

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近日，栖霞市协调各镇街卫生院指导15处
养老机构全部开展了疫情防控应急演练，督促
养老机构储备口罩1.5万只、防护服60套、消毒
液4000斤，有效提高了疫情防范和应急处置能
力。

入冬以来，我市常态化落实养老机构、儿童
福利机构、救助站、殡仪馆、婚姻登记场所、福利
彩票销售场所等民政服务单位的疫情防控措施，
要求所有人员佩戴口罩，每日进行体温监测工
作，严格落实机构办公区域、家庭生活区域、活动
室等场所的消毒规定，做好日常消毒记录，每日
对餐具进行消毒杀菌，每月做好相关机构工作人
员的核酸检测工作，积极联系属地卫生防疫部
门，为相关人员预约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全面做
好物资储备保障，督促全市养老机构、儿童福利
机构、救助管理站等单位提前做好物资储备供
应，积极储备足够的御寒衣物和食品、药品等救
助物资，加强对消防设施设备、供暖设施、电器设
备定期检查，做好防火、食品安全等工作，确保物
资到位、措施到位。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张海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 通讯员
刘正毅）目前正值冬季，天气寒冷，学校教室、宿
舍等开窗通风次数减少，场所空气不流通，增加
了疫情传播风险。消毒是切断传播途径的重要
手段。在此，市疾控中心消毒专家提醒广大师
生，学校消毒要做到以下几点：

1、正确洗手。学校应配备充足的洗手设施
及洗手液，督促学生在入校后、离校前、饭前便
后、集体活动前后、咳嗽、打喷嚏、触摸公共物品
后等进行洗手。用流动水和洗手液按照七步洗
手法洗手，洗手时间不少于20秒。必要时可用
含酒精等免洗手消毒剂揉搓作用至手干为止。

2. 勤通风。以自然通风为主，每日通风2～

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也可采用排风扇等机
械通风措施。有条件的可采用循环风式空气消
毒机，无人条件下可用紫外线灯进行空气消毒，
照射时间不少于1小时。

3. 地面、墙壁、门窗、教室、楼道、活动室、卫
生间、寄宿制学校的宿舍等应保持卫生整洁。必
要时可使用有效氯浓度500mg/L的消毒液进行
喷雾或擦拭，作用30分钟后用清水擦拭或洗净。

4. 物体表面。对高频接触部位，例如门把
手、水龙头、开关、课桌椅、校园健身器材及寄宿制
学校宿舍内床头、床边等重点部位应重点消毒，使
用有效氯浓度500mg/L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消
毒，作用30分钟后再擦拭干净。对不耐腐蚀的表

面和物品（金属等），可以用75%酒精擦拭消毒。
5、食堂及餐（饮）具。应避免人员聚集，建议

实行分餐制。食堂每日消毒1次，餐桌椅使用后
进行消毒。学校食堂工作人员须佩戴口罩和一
次性手套。每次饭后，餐（饮）具应清除食物残渣
后煮沸消毒15分钟以上，或按说明书使用餐具
消毒柜消毒。

6、校车的消毒不放松。疾控专家建议：无空
调的校车应开窗通风，有空调的校车到终点后应
开窗通风；校车内座椅、扶手、吊环等表面可参考
本文物体表面的消毒；车内空调滤网每周清洁消
毒一次，滤网可浸泡于有效氯浓度500mg/L的
含氯消毒剂30分钟后用清水冲净晾干后使用。

1月 11日，市疫情防控督导组来到芝罘
区，对医院、集中隔离点、学校、商超等重点场
所进行专项督导检查。芝罘区作为中心城区，
人员和各类场所众多，防控压力不小，重点行
业的防疫措施基本到位，但个别场所存在重消
毒轻通风的现象，缺少消毒作用后通风时间记
录，消杀人员对消毒剂的浓度配比问题需加强
专业培训。

芝罘区目前防疫物资储备充足

最新数据显示，自2020年12月12日至今
年1月10日12时，芝罘区共计接返入境人员
284人，现集中隔离43人，居家观察47人，目前
已解除居家观察管控194人。对在芝罘区外隔
离期满的入境来区返区人员，抵达芝罘区后一
律安排专人专车全程闭环转运。一律实行2次
核酸检测（间隔24小时）、1次血清抗体检测和
7天居家隔离（含集中隔离时间），居家隔离第6
天再进行1次核酸检测。对由我市机场口岸入
境人员，集中隔离14天后，继续实行7天居家
隔离，居家隔离第6天进行1次核酸检测和1次
血清抗体检测。

在物资保障方面，目前，芝罘区有防护口
罩、一次性面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共计约
700多万件，各类应急防疫物资储备充足。

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方面，芝罘区共设置
12处临时接种点，包括烟台山医院、毓璜顶医
院、市直机关医院、芝罘医院、区妇幼保健院、海
港医院，只楚、幸福、凤凰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东方、奇山、黄务预防接种门诊。现阶段主要采
取单位预约定点接种模式。按省市要求，芝罘
区指定奇山预防接种门诊提供因公因私出国人
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督导组现场检查重点行业和场所

11日，督导组一行来到芝罘区集中隔离
点、汽车站、药店、诊所医院、学校、养老机构、
冷链食品经营单位等场所实地查看疫情防控
措施。

在排查中，督导组发现，个别商超消毒记
录不全，未记录消毒剂种类、浓度、消毒方式、
消毒部位、消毒作用时间等信息，并存在消毒
剂浓度配比不准确的问题。集中隔离点的医
疗废弃物临时存放点内，医疗废弃物垃圾桶数
量不足，服务人员在对餐车消毒时，使用酒精
喷洒，存在安全隐患。老人作为易感人群，养
老机构的防疫责任十分重大，在督导检查时，
个别养老机构的碘伏使用不规范；隔离室未建
立单独的环境物表消毒登记及医疗废物交接
登记。

针对排查出的问题，督导组疾控中心和院
感专家建议，应完善消毒和通风制度，规范消毒
记录，定期对内部员工开展消杀相关培训。比
如，酒精严禁大范围喷洒消毒，只能在小范围内
采取擦拭方式。在配比消毒剂时，须看清原液
浓度，严格按比例配制。在诸如隔离室、发热门
诊之类的高风险场所，要配置专用医疗废物桶
和专用拖把。

1月9日和1月10日，市疫情防控督导组深
入开发区12处重点场所进行专项督导检查，实
地查看了集中隔离（服务）点、医院、交通场站、
商超（集贸市场）、宾馆酒店、小诊所、小药店、学
校、养老院（福利院或精神卫生院）以及冷链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区市集中监管转仓）关于疫情
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从整体上看，开发区各
项管控措施到位，仅有个别场所存在消毒记录
不全和个别市民口罩佩戴不规范等细节问题。

现场听取疫情防控三项情况汇报

9日下午，督导组一行听取了开发区关于
境外来烟返烟人员7天居家隔离管控措施落实
情况、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准备情况和新冠病毒
疫苗采购、接种情况。

据悉，开发区目前拥有外资企业1500余家，
涉外人员2000余人、约占全市的1/3，前期在全
省率先开通“快捷通道”包机服务和全市首次承接
国际航班，加之随着春节境外人员回国探亲、国际
经贸往来等需求不断增多，防控压力持续增大。
自2020年3月至今，开发区共接收来自73个国
家和地区的入境人员3760人，目前有27人正居
家隔离。对入境人员，开发区实行链条闭环管控，
落实“五个一律”，加强网格化管理，落实专车专人
专责，确保全链条闭环管控、各环节无缝衔接。

当前，疫情反弹风险明显提高，防控压力持
续增加，防疫物资需求突飞猛涨。开发区建立
紧急调拨机制，安排人员24小时备勤，实现物
资发放“零时差”。截至目前，累计调拨口罩

170余万只、消毒液3万余斤、防护服近4.3万
件、测温仪近3000个等。值得一提的是，开发
区重点加强教育、卫生部门的物资保障，紧急情
况下可自行配备到位。其中教育分局储存
KF94口罩15.4万个，全区各学校储存一次性口
罩22.36万个，医用防护服8270套等，此批物资
正常情况下可供全区部门、专班使用2个月。
为避免因物资过期、受潮等原因造成财政资金
的浪费,近期，医疗物资保障组将对教育分局前
期储备的防疫物资进行统筹储备、定期轮换。

现场检查12处重点行业和场所

10日下午，督导组来到集中隔离（服务）点
和医院发现，两家新冠肺炎高危场所疫情防控
措施十分严格，除对隔离对象健康监测需要完
善干咳、乏力、腹泻等症状，个别就诊人员佩戴
口罩不规范外，问题不大。

疫情防控时期，商超和农贸市场人员流动
性大，防控措施需要格外落实到位。在排查过
程中，督导组注意到，个别超市在人流量大时，
存在入店顾客一米线间隔执行不够到位情况以
及员工健康监测记录未登记是否有干咳、腹泻
等症状。

在对疫情防控中起到“哨点”作用的卫生
室、小诊所、小药店等“三小场所”督查时，个别
诊所存在消毒记录不全的问题，个别药店员工
健康监测记录只登记了体温数。市疾控中心专
家建议两家单位完善消毒制度，规范通风消毒
记录和员工监测记录。

近日，莱州沙河镇召
开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
议，传达省、市疫情防控工
作会议精神，并对全镇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
镇防疫指挥部牵头，组织
市场监管所、派出所、医院
等部门对全镇部分商场、
宾馆、医院、车站、快递点
和饭店进行专项防疫大检
查，确保疫情防控工作各
项措施落实落细。

通讯员 张钰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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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

全市城市困难居民家庭领补助753.52万元
烟台民政全力保障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校园防控新冠肺炎不放松
正确洗手，勤通风，实行分餐制

新闻链接

市疫情防控督导组对商超进行督导检查。

防控再部署防控再部署 筑牢新防线筑牢新防线

市疫情防控督导组对药店进行督导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