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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因疫情防控需要就地过年群众增加的新情况

中办国办
印发通知

抓紧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都市新闻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25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
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
知》。
当前，境外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蔓延，我国局部
地区聚集性疫情和零星散
发病例不断出现。提倡春
节假期非必要不流动，有
利于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各地区各
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元旦
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
知》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
好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精神，针对因
疫情防控需要就地过年群
众增加的新情况，抓紧做
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
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
健康安全的新春佳节。

1

合理有序引导群众
就地过年

疫情高风险地区群众均应就地过年，把人员流动降到最低，防止
因人员流动导致疫情传播扩散。中风险地区群众原则上就地过年，特
殊情况需要出行的，需经属地疫情防控机构批准。低风险地区倡导群
众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员要带头
就地过年，引导外地农民工、尚未离校的师生就地过年。确需出行人
员原则上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2
3
4

加强就地过年群众
生活保障

切实加强生活物资保障和能源保供，特别是大中城市要提前安
排，充分准备，确保生活必需品不断档、
不脱销。

做好就地过年群众
管理服务

城乡社区要强化综合服务，充分发挥社区“两委”等基层组织基础
作用，完善网格化、
精细化管理，及时回应和满足就地过年群众需求。

确保群众出行方便
有序和货运物流畅通

交通运输部门要统筹做好就地过年群众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最
大程度满足就地过年群众的购物、
休闲、
娱乐等出行需求。

5

保障就地过年群众
工资休假等合法权益

引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错峰放假或调休，以岗留工、以薪留工，
鼓励企业发放“留岗红包”
“过年礼包”，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对安排农民
工就地过年的企业给予资金补贴。

6

积极营造就地过年
良好氛围

加强舆论引导，讲好节日期间坚守岗位、志愿服务、互帮互助的暖
心感人故事，努力营造良好节日氛围。

7

落细落实各项服务
保障措施

各地区各部门要时刻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坚持从实际
出发，增强政策措施的精准性和人文关怀，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安心安
全过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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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锁新玩法 乐享“厦门年”

积极响应“留厦过年”倡议，我市旅游行业推出系列优惠措施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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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慢节奏的出游方式，为响应“原
地过年”倡议，我市“酒店度假”的趋
势更明显。
携 程 预 订 数 据 显 示 ，平 台 上
“就地过年”的搜索热度上涨 260%，
其中我市的日月谷温泉、方特梦幻
王国、天沐温泉度假村、钟鼓索道、
园林植物园等成为热搜景区。
本报记者 吴君宁
不离开城市，不出远门，不少
在
“留厦过年”
的倡导下，
我市多
市民选择一家人在酒店度假过年。
家度假酒店、
景区、
旅游企业等积极响
我市酒店数字化营销内容电商住店
应，
推出一系列优惠措施、
新鲜玩法， 圈近日就联合我市岛内外 21 家亲
吸引在厦过年的人们
“原地游玩”
。
子度假酒店，推出 999 元任意选两
晚入住的优惠住宿产品，囊括了日
本地游花样多
月谷、盛之乡等温泉度假村及悦华
响应“原地过年”倡议
酒店、艾美酒店等多家受欢迎的亲
携程、同程旅行等发布的 2021
子度假酒店，目前已售出超过 3000
年春节出行出游相关趋势数据显
间夜。
示，人们越来越倾向短周期、近距
住店圈厦门分公司副总经理

洪涛介绍，他们近期还计划联合磐
基希尔顿酒店、华尔道夫酒店以及
磐基商圈共同推出“一站式吃喝玩
乐体验”套餐，把餐饮、亲子娱乐、家
庭休闲、酒店下午茶、奢华酒店住宿
等打包在一起，打造一个丰富高品
质的城市度假场景。

每一个时代的符号，了解传统文化
和古人的审美。
持厦门旅游年卡或厦漳泉旅
游年卡的市民，到胡里山炮台刷卡
入园时，可以领取一份“炮台新年大
礼包”，包含“梦回清朝”服装体验、
“炮台勇士”射箭及射击体验、
“炮台
远望”
看金门列岛体验各一次。
留“厦”游厦门
天竺山国家 4A 旅游风景区也
景区发放新年文旅大礼包
推出了“留厦幸福年”大礼包，退役
近期，我市多家景区景点通过
军人、医护人员、70 周岁以上持敬
发放新年文旅大礼包、免费体验游
老优待证的老人可以凭证免费体验
乐项目、团购套票优惠等多种方式， 游乐项目，中、小学生凭证享受半价
吸引市民留厦过年游。
优惠，对全市企业也推出项目团购 7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鼓浪
折的优惠。
屿世遗文化生活卡与“i 厦门”平台
此外，我市多家旅行社也根据
联合，准备了一场免费报名的鼓浪
市场需求策划推出了多款亲子旅游
屿亲子写生之旅活动，通过观察古
产品，吸引市民前往各大景点商圈，
建筑和文物，让孩子们梳理和了解
乐享
“厦门年”
。

心系疫情防控 全力保障抗疫物资生产
同安口罩生产企业备足材料，开足马力，确保满足防疫需求

系列报道

华诚

提振精气神
奋楫争先看同安

美润
口罩生产工作人员配合机器
进行挑拣、包装等流水线操作
进行挑拣、
包装等流水线操作。
。

弓立

文/本报记者 卢漳华
通讯员 郑素描
图/通讯员 杨心亮
当前，国外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仍然严峻，我国疫情呈现局部
聚集和零星散发现象。今年春节
即将来临，在人员流动性加大、疫
情传播风险加剧的情况下，防疫
物资的需求量再次增多。在此情
况下，同安辖区不少抗疫物资生
产企业时不我待，勇挑社会责任，
纷纷备足材料，开足马力，确保口
罩等抗疫物资生产满足需要，为
全社会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坚强后盾。
本期
“提振精气神，
奋楫争先
看同安”
系列报道，
带您来看同安抗
疫物资生产企业有情怀、
有担当、
有
作为，心系疫情防控，心系生命健
康，
心系社会稳定发展的故事。

一份责任

临时开设生产线 平面口罩日产 200 万

近日，同安区祥平街道溪声社
区等周边村庄，再次收到了厦门华
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华
诚”
）捐赠的 62 万只口罩。其中，溪
声社区收到了 18 万只。
溪声社区党委书记张福荫说：
“华诚自从在我们社区落地后，一直
关心着社区的困难群众，每年都来
慰问，如今华诚再次捐赠防疫物资，
居民倍感暖心。
”
的确，2020 年疫情期间，为了

一项创新

业从 2020 年 2 月份开始生产口罩后
就没有停过。目前，企业口罩生产
原料都很充沛，员工也基本上都留
下来过年。华诚已做好充分准备，
企业可第一时间开足马力，全面投
入防疫物资生产。
洪顶超说，疫情发生后，口罩成
了必需品，
曾一度出现市场供应短缺
现象，
“为保障企业员工及周边的父
老乡亲有口罩可用，
我下定决心生产
口罩，
为防疫工作尽一份力量。
”

口罩实用又时尚 防疫关头“轻松”过年

迎新春过佳节，传统中国风等
喜庆元素必不可少。在做好防疫措
施的前提下，如何让大家过一个“轻
松”的好年，厦门美润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下文简称
“美润”
）有了创新。
上周四，记者在美润提前欣赏
并试戴了尚未上市的《锦绣春意》系
列文创口罩。红色的口罩上面印有
古钱纹图案，寓意财源滚滚、衣食无
忧。有别于常见的平面长方形口
罩，该口罩采用 3D 设计，戴在脸上
十分柔软，鼻梁和下巴处的凸起设
计，
让口罩与面部接触更为紧密。

一种情怀

缓解“口罩荒”的紧张局面，华诚从
零开始，仅用半个月时间，就将一间
普通仓库改造成无尘生产车间，临
时开设口罩生产线上百条。
日前，记者走进华诚无尘生产
车间。口罩生产线正在飞速运转，
身
穿无菌服的工作人员配合着机器进
行挑拣、包装等流水线操作。目前，
华诚口罩生产线开机 20 条左右，单
平面口罩日产量就达 200 万只。
华诚荣誉主席洪顶超介绍，企

该系列口罩还有如意纹、团花
纹、云气纹、牡丹纹、唐草纹、方胜纹、
梅花纹、花窗纹等图案，均寓意着美
好祝福。
《好兆头》系列口罩，
则有
“口
吐莲花”
“春光满面”
“一脸青松”
“好
有口福”
“牛转乾坤”
等祥瑞图案。
“马上要过年了，我们结合牛年
元素推出了 11 款贺岁款口罩，预计
本月底可以上市。”美润医疗及自主
品牌销售部总监郑双珠说，这批文
创口罩参照民用标准制作，实用效
率介于 N95 与医用外科口罩之间，
在保证实用的基础上，融入时尚元

素，便于跟衣物搭配，
“ 希望大家在
过年的时候，都能戴好口罩，轻松过
年。
”
目前，美润共投产了 36 条医用
和医用外科平面口罩生产线，日产
量 约 300 万 只 ；投 产 了 28 条 N95/
KN95 立体口罩生产线，日产量约
120 万只。此外，公司还生产手术
衣、防护服、隔离衣等，月产量达 300
万套。
“作为政府指定的防疫物资生
产单位，我们已在材料和人员上做
好了充足的准备，确保完成生产任
务。
”
美润董事长刘翔介绍。

配套上市《武汉日夜》口罩 致敬最可爱的人

1 月 22 日，国内首部战疫纪录
电影《武汉日夜》上映。
“为了纪念在
武汉抗疫中的英雄，我们特别推出
了《武汉日夜》系列口罩。”弓立（厦
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下文简称
“弓立”
）董事长黄雪仪介绍，当天，
弓立在全国各地包了 350 场电影，
免费邀请抗疫英雄进场观看，并人
手赠送一套《武汉日夜》系列口罩。
《武汉日夜》系列口罩有《爱，
面对
面》
《有你真好》
《梅花盛开》三个主题共

5款。
《有你真好》主题共3款，
分别印有
医护人员、志愿者、外卖小哥卡通人
物，
《爱，
面对面》同样印着志愿者卡通
人物，
《梅花盛开》则印着梅花图案。
每款口罩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
故事：医护人员张伯礼院士，72 岁高
龄临危受命，在武汉苦战 82 天，最
终夺得胜利；两名志愿者因志愿服
务相识、相知和相爱；外卖小哥每天
准时准点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医院
医护人员和隔离酒店工作人员手

中；梅花盛开，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大家摘下口罩，
露出灿烂的笑脸。
“我希望口罩成为一种有温度
有故事的产品。”黄雪仪说，弓立在
设计上进一步创新，将普通的平面
口罩变成类 N95 立体口罩，使得口
罩周边完全贴合面部，中间空间更
大，
不会触碰到嘴唇。
目前，
弓立共有口罩生产线 100
条，日产量 800 万只。现在，企业也
已备足原材料，
工人也都安排妥当。

构筑基层医疗机构防线
确保患者就诊安全

我市岛外农村地区严格落实首诊负
责制、加强院感管理，持续做好冬春季
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 陈 莼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区
域。当前，我市岛外农村地区医疗机构，通过严格落
实首诊负责制、加强院感管理，强化医护人员新冠病
毒防护知识培训等举措，持续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
确保患者就诊安全。

现场

基层卫生所设置预检分诊台
第一时间转诊发热病人

昨日上午，记者在翔安区新店社区卫生所入口
处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预检分诊台。所有进入卫生
所的人员，都要进行体温检测，核验健康码，同时登记
近 14 天旅居史，确保无发热及呼吸道症状才会放
行。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新店镇实行镇村卫生一体
化管理，新店中心卫生院下辖 35 个社区村居卫生
所。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新店中心卫生院实行首
诊负责制，预检分诊中一旦发现发热患者，医护人员
将在 1 小时内向上级医疗机构上报患者的基本信息，
并及时将患者安全转运到设有发热门诊的定点医院。
“如果患者是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且发烧的，我们
将立即上报，呼叫 120 送到定点救治医院。”翔安区新
店中心卫生院院感科负责人 庄雅蓉告诉记者，发现
发热患者后，卫生所医护人员会第一时间将人带到隔
离室，并用喷壶泡着消毒液马上消毒，
“消毒液的作用
时间大概 30 分钟，期间不接诊，待患者转诊离开后，
卫生所再全部进行消杀。
”
同安区西柯中心卫生院也全面加强闭环管理，
严格执行“一医一患一诊室”，最大程度避免人员聚
集，同时还定期进行空气消毒和紫外线消毒。记者了
解到，同安区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 家、卫生院 6
家、卫生所 111 家。为进一步提升防控能力，同安区
不仅定期组织农村地区医护人员开展新冠病毒防护
知识培训，还要求各大医疗机构加强防护物资储备，
切实将各项应急管理制度落到实处。

做法

基层卫生所不可私自留诊发热病人
线上登记缩短转诊时间

据悉，为进一步规范新冠肺炎期间医疗机构发
热人员就诊工作，日前市卫健委向各区卫健局、各医
疗机构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
疗 机 构 发 热 人 员 就 诊 工 作 的 通 知》
（以 下 简 称“ 通
知”
），要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所
及个体诊所、门诊部等基层医疗机构及不设发热门诊
等相关医院要严格落实各项新冠肺炎防控措施，不可
私自留诊发热病人，预检时发现发热病人应做好信息
登记，及时录入相关信息上报上级部门，并通过专车
转诊至设立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
为了方便各医疗机构上报信息，市健康医疗大
数据中心专门开发“发热人员去向登记”功能，在“美
丽厦门智慧健康”微信公众号中的“疫情防控”专栏上
线，
线上登记可有效缩短患者转诊和逗留时间。

国家卫健委

24 日新增确诊病例 124 例
其中本土病例 117 例

新华社北京 1 月 25 日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5 日通报，1 月 24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24 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7 例（天津 2 例，
上海 2 例，
广
东 2 例，
福建 1 例），
本土病例 117 例（吉林 67 例，
黑龙江
35 例，河北 11 例，北京 3 例，上海 1 例）；无新增死亡病
例；
新增疑似病例 1 例，
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75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 1157 人，
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 15 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288 例（其中重症病例 2
例），现有疑似病例 2 例。累计确诊病例 4611 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 4323 例（核减 1 例），
无死亡病例。
截至 1 月 24 日 24 时，
据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1850 例（其
中重症病例 109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2630 例（核
减 1 例），累计死亡病例 4635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9115 例，现有疑似病例 2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
者 956533 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38345 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45 例（境外输入 16 例）；当日
转为确诊病例 85 例（无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
察 18 例（境外输入 12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
者 959 例（境外输入 277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11021 例。
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0085 例（出院 9034 例，死亡
169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47 例（出院 46 例），台湾地区
889 例（出院 787 例，
死亡 7 例）。

1 月 24 日 0 时—24 时

我市新增 1 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陈莼）据福建省卫健委、厦门市卫健
委官网消息，2021 年 1 月 24 日 0 时—24 时，福建省报
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 例，
为匈牙利输入（厦门市
报告）。当日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疑似病例 0 例。当日
报告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0 例，
解除隔离 1 例。
厦门市报告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郝某，中国
籍，匈牙利工作。经荷兰转乘航班 MF812 回国，北京
时间 1 月 24 日抵厦。入境时无发热等呼吸道症状，机
场核酸采样后，由专用车辆转送至定点酒店隔离医学
观察。入境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结合流行病学史、临
床症状、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诊断其为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由市定点医院隔离诊治。其同航班
旅客均已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截至 1 月 24 日 24 时，厦门市累计报告境外输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63 例。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尚在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7 例。已治愈
出院病例 151 例，目前住院病例 12 例；无死亡病例。
现有报告境外输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 0 例。
目前，密切接触者、外地通报协查的密切接触者
及其共同居住家属正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者 89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