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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途防控 有序疏导 动态监测

我省多措并举做好春运防疫
本报讯 （记者 朱琳琳 ）2 月 8 日上

午，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春节期
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为抓紧抓细抓实春运防疫工作，省新
冠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专门增设春运
防疫工作专班， 组长单位为省交通运输
厅，副组长单位为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
健康委以及民航、铁路等部门，成员单位
为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文旅厅等九个
部门单位。

数据显示，自1月28日至2月4日，春运
前8天， 全省合计发送旅客545.48万人次，
比2019年春运同期下降45.51%。

由于春运综合运输点多面广、人员接
触多、容易聚集，防控风险依然很大，为保
障老百姓过个欢乐祥和年，我省多措并举
做好春运防疫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减
少人员聚集，我省有序疏导乘客分散候车
（机）和排队登车（机），落实戴口罩、“一米

线”等要求；贯彻执行国家和省疫情分区
分级防控指南，严格执行客车客座率规定
和留观区设置要求，加强在途疫情防控和
应急处置，对运输场所人员、物品及其相
关环境，实施分类、分级防控。

在提升旅客服务方面 ， 我省积极推
广应用电子客票，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及
时调整实施票务退改签政策。 开通无健
康码通道或为老人、 儿童等旅客提供代
查健康码、协助信息填报等人工服务。加

强春运高峰时段、 重点路段的路网运行
动态监测，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引导车辆
避峰出行。

此外，为了引导公众错峰出行 ，我省
组织务工人员错峰返乡返岗，适时组织开
行农民工返乡和回城 “点对点” 包车、专
列、包机。 优化调整学校放假和开学时间，
尽可能错开春运高峰时段。 实行景区限量
预约、错峰接待，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不超
过最大承载量的 75%。

人物同防 精准防控 闭环管控

我省严控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风险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2 月 8 日，在省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 ，针对进口冷链食品安全问题 ，省市场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安徽严禁采购 、使用来源不明的进
口冷链食品，不得销售没有“四证一码 ”的进口冷链
食品。 消费者可通过扫描安徽进口冷链食品追溯二
维码查询进口冷链食品信息 ，发现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没有依规赋码，或上传的“四证 ”与所销售的进口
冷链食品不相符的，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这位负责人说，目前，省、市两级疫情防控应急综
合指挥部设立了冷链食品监管组， 按照人物同防、精
准防控、闭环管控的防控策略，推动实现我省进口冷
链食品运输、贮存、生产加工、市场销售、餐饮服务全
流程闭环管控可追溯，最大程度防范疫情通过进口冷
链食品输入风险。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 食品生产和冷库贮存经营
者在进口冷链食品到达前 24 小时，需向属地市场监
管部门报备。 对报备的进口冷链食品按照 “批批覆
盖”的原则开展采样和核酸检测，检测合格的方能进

入加工、销售和餐饮环节；对相关环境、食品、从业人
员做到“应检尽检”；同时，指导生产经营单位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 做好进口冷链食品内外包装、 贮存场
所、生产加工设备等清洁消毒。 目前，我省已设立进
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 27 个，对进口冷链食品实行
集中消毒和核酸检测。

为推动实现进口冷链食品从源头到贮存分销 、
生产加工、批发零售、餐饮服务全链条信息化追溯 ，
我省建设安徽冷链食品追溯平台。 进口冷链食品首
次进入安徽省冷库时，需查验“四证”（入境货物检验
检疫证明、 核酸检测合格证明、 消毒证明、 追溯凭
证），经消毒检测合格后加贴 “追溯码 ”，通过安徽冷
链食品追溯平台上传“四证”，“四证一码 ”齐全方可
出库流通销售。

这位负责人表示， 针对日常监测发现的核酸检测
阳性样本和外省通报的涉疫食品流入情况， 将迅速有
序开展样本复查、扩大检测、现场管控、环境消杀、流调
排查、集中隔离、货品排查追踪等工作，对涉疫食品下
架封存、依规处置，确保第一时间管控疫情风险。

别用套路卖套餐
刘 阳

明天就是年三十了，
你家年夜饭去哪儿吃、怎
么吃？ 估计不少人选择饭
店，简单省事。加上大家积
极响应就地过年的倡议，
饭店预订升温，一桌难求。 记者在一
些饭店发现，火爆的生意让他们有点
“飘”：不能单点，只能选套餐，搞变相
搭售和套路式“最低消费”。

拿套路当套餐，搞不好做的是“一
锤子买卖”。 不仅伤了消费者的心，更
损耗了商家自己的口碑信誉。 春节期
间客流大、食材购买不易，商家为方便
备货、提高上菜效率，适当固定菜品种
类可以理解， 但绝不能侵害消费者的
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在此基础
上，可以采取一些两边兼顾的办法。比
如，调整菜单减少冷门菜品供应，推一
批“主打菜”，允许“套餐”拆开卖等。 只
要诚心待顾客，办法总比困难多。

一粥一饭 ， 当思来之不易 ；半
丝半缕 ， 恒念物力维艰 。 “光盘行
动 ”唤起了人们爱惜粮食 、反对浪

费的责任 ， 也培育了新
的生活观、消费观。 大搞
套餐消费 ， 无疑有悖于
“光盘”新风尚。 六凉盘，
八热菜 ， 汤品主食点心

水果……且不说套餐价格多贵 ，这
么多的菜如何吃完 ，就让不少人头
疼 。 人要是少点 ，恐怕饭店的门都
不敢进了。

让消费者变相“最低消费”，实则
是霸王条款。 2014 年发布的《餐饮业
经营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规定：禁
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一些地
方也出台规定制止餐饮浪费。但此风
长久未刹住， 不断有人顶风作案，说
明办法不但要“上墙”，更要“落地”。
相关部门须加强监管，及时制止并依
法惩戒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营造良
好消费环境。

年夜饭如果吃成了“年夜烦”，那
这个年过得就有点糟心了。各餐饮企
业还是要拿出诚意和担当，让老百姓
吃出舒心、品出年味儿。

铜陵暂停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

本报讯 （记者 林春生 ）根据铜
陵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 ，铜
陵市教育和体育局要求 2 月 1 日起
该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
下培训和集体活动。

就寒假期间全市学校 （幼儿
园）、 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铜陵市教育和体育局发布通告要
求，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和学生，寒
假期间原则上不离开铜陵； 居住地
为中高风险地区的高校、 中职师生
无特殊情况应留校过春节， 确需回
家的，应报校领导批准。各级各类学
校要统筹做好师生实习实践教学安
排， 不得安排师生赴中高风险地区

实习实训。
通告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学生离

校后，校园一律实行封闭式管理。 学
校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工作，
落实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
外出报备制度，从严排查、精准掌握
师生动态和健康状况。同时组织教师
做好线上家访，通过多种渠道切实增
进家校沟通，做好学生居家生活指导
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根据 2020—2021 学年度铜陵市
中小学（幼儿园）校历安排，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 幼儿园寒假从 1 月 28 日
开始，高中阶段学校寒假从 2 月 4 日
开始。

步行街“双线发力”稳岗留工
本报讯（记者 郑莉）记者日前从

省商务厅获悉，春节临近，为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倡
导和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在合肥过春
节， 合肥市庐阳区政府与支付宝合
作，以国家级步行街为载体，通过线
上领券线下消费的方式开展 “迎新
春、送温暖、稳岗留工”行动计划，推
出福利补贴暖心举措。2月 5 日至 11
日，春节期间在庐阳区务工的非安徽
户籍人员，可通过“线上淮河路”支付
宝小程序领取 500 元电子消费券。这
是针对留肥务工人员开展的主题促
销活动。

此次电子消费券发放对象为经

合肥市“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
行动计划认证， 非安徽户籍在合肥
市庐阳区企业工作 （在庐阳区缴纳
社保）的春节期间在肥务工人员，以
及庐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的
建设工程项目中春节期间在肥务工
非安徽户籍人员。 庐阳区外来务工
人员在进行消费时，在规定时间、规
定商家出示电子消费券， 付款自动
抵扣电子消费券金额。庐阳区内 200
余家百货 、超市 、家电 、美食商户皆
可使用。 电子消费券发放活动由庐
阳区政府在“线上淮河路”开设支付
宝端口， 方便外来务工人员领取和
街区商户核销。

合肥科技馆推出春节“科普大餐”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合肥市科

技馆近日公布春节期间开馆时间及
活动安排。 2月 14日至 21 日正常开
馆。 24 日（周三）起正常开馆，即周
一、周二闭馆，周三至周日开馆。

春节开馆期间，青少年可以来科
技馆参加火箭制作，可以领略“旋转
世界”的神奇魅力，还可以体验水上
作画、魅力扎染、活字印刷等。2月 14
日、16 日、18 日、20 日上午 10 时，可
来科技馆科普微讲堂听听“牛牛的那
些事”。

2 月 14 日至 4 月 11 日，合肥市

科技馆一楼展厅推出 《顺天应时，岁
时农耕》主题展览。春节期间，球幕电
影《阿波罗登月的故事》、4D 电影《珊
瑚礁》《人体小宇宙》也将上映。

需要提醒的是，疫情防控期间，
游客须凭借安康码绿码、 参观预约
码并在体温检测合格、 佩戴口罩的
前提下进馆参观。 场馆实行网上预
约参观，每周一 10:00 开放本周参观
预约。 观众可通过“合肥市科技馆”
微信公众号进入预约界面 （至少须
提前一天），每个账号一次最多可预
约 5 人。

·民生快递·

全省累计接种新冠
疫苗 118.4万剂次

本报讯（记者 朱琳琳）2月 8日，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连
日来我省积极稳妥、 有序推进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截至 2月 7 日，全省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118.4 万剂次，
完成第一剂次接种 75.9万人，第二剂次接种 42.5万人。

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我省已接种的重点
人群，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也没有出现严重感染的病例
报告，说明目前国内生产的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良好。

记者了解到，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统一部署，我省
迅速成立安徽省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接种工作组织实施和统筹协调；制定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实施
方案，分地区、分行业完成全省重点人群摸底统计；组织省级专
家对疫苗接种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多轮业务培训，全面落实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包保负责接种点医疗救治责任； 建立专家指导
组，对疫苗接种异常反应情况开展监测处置；依托安徽省免疫
规划信息系统， 对新冠病毒疫苗进行全流程可追溯信息化管
理，实时掌握各地接种动态、接种数量及疫苗分发情况。

据悉，当前按照国家部署，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采取“分步
走”策略，第一步主要针对重点人群实施紧急接种，普通人群
的接种工作将根据国家统一安排有序进行。

社区关爱暖人心
■ 本报记者 徐志纯

本报通讯员 汪毓秀

“谢谢你们，真不好意思，还这么麻
烦你们。 ”2 月 7 日，合肥市安庆路上“重
庆豌杂面” 店主刘汉琼， 面对社区的关
怀，十分感动。 当日，逍遥津街道县桥社
区组织开展对辖区就地过年的小商户慰

问活动，为他们送上油、米、鸡蛋等年货。
“回家要坐 19 个小时的火车，虽然路

途远，但春节我们是一定要回家团聚的。
今年为配合疫情防控， 我和爱人决定留
在合肥过年。 ”刘汉琼说。

来自重庆市开县农村的刘汉琼夫
妇，5 年前来到合肥务工 ，２ 年前在安庆
路上开了一家小面馆。 自 2020 年以来，

小面馆的生意不如以前，“去年上半年房
东减免了 3 个月的房租， 要不然今年撑
不下来。 ”刘汉琼表示，面馆中午的客流
量还可以， 晚上生意较淡，“生意都不太
好做，慢慢来呗，相信总会好起来的。 ”

“今年步行街改造西延，你们这里的
生意会越来越好的。 ”上门慰问的县桥社
居委副主任孙鹏对刘汉琼说。

“我们在这里开店，社区的同志经常
帮助我们，办理居住证、政策宣传都很及
时，感谢他们。 ”社区细致贴心的服务，让
在合肥务工的这对夫妻感到很温暖。

据介绍，为落实《合肥市“迎新春、送
温暖、稳岗留工”行动计划》，逍遥津街道
全面摸排辖区内留在合肥过年的外地人
员， 通过微信、QQ 群等平台对辖区内商
贸业、 服务业等各类企业在线宣传相关
政策，并结合日常走访加大宣传力度，鼓
励企业员工原地过年。 同时，社区对在肥
外省务工人员， 通过上门送温暖的方式
进行慰问， 让他们安心地在合肥过一个
温暖祥和的春节。

《安徽文献总目》新书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张理想 ）2 月 6

日，由安徽出版集团时代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淮北师范大学、安徽大
学主办的《安徽文献总目》新书发布
暨研讨会在合肥召开。该书基本摸清
了安徽古代文献家底，为安徽乡邦文
献整理出版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打
造了必资参考的“总账本”。

《安徽文献总目》为 2019 年度国
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淮北师范大
学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倾力打
造，省古籍办负责编辑并列入“安徽
古籍丛书特辑”，黄山书社承担出版。
全书共 6 册、近 600 万字，以清代康
熙分省时的安徽省域为标准，著录了

自周代至清末民国初年， 安徽历代
13000 余名文人学者 33000 余种不
同体裁的著述 ， 其中 5700 余人近
17000 种著述以各种传本 （稿本、刻
本、钞本、辑佚本）形式存留到现在。
据悉，《中国古籍总目》统计的中国古
籍约 20 万种， 现存安徽文献则占到
全国古籍总量的 8.5%。 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安徽文献总目》著录了《中
国古籍总目》脱漏或疏误的安徽文献
3000 余部，涉及 1300 余名作者。 该
书著录时段长、范围广，巨细必录、力
求完备，全面展示了安徽古代文化风
貌，为质量高、编校精、书装美、印装
优的精品图书。

·文化传真·

荩 2月 8日， 淮南市谢家集区
新华书店志愿者与辖区留守儿童

一起，制作“中国年文化”主题手
工作品，陪孩子们开心度寒假。

▲ 2 月 8 日，在合肥聚变堆主
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
中建五局项目部建设工地的工

友们用挖掘机为一对新人搭起

“彩虹门”。

荨 2 月 8 日，在合肥市蜀山区
合作化南路社区发放的年货前，
河南籍的个体工商户彭蓓蓓带

着两个孩子拍照留影。

我们和你在一起

为了确保重点工程优质履约， 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项目———合肥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
综合研究设施项目，春节假期不停工，200 余名
工友以及 34名管理人员坚守一线、 就地过年，
其中的建设者蒋吉丰推迟了回家结婚的婚期，
中建五局项目部为蒋吉丰和他的爱人张小菊
举办了一场浪漫的工地婚礼；为了让外地留在
合肥过年的妇女儿童过一个暖心的春节，合肥
市蜀山区合作化南路社区妇联开展以“留肥过
大年 把爱带回家”为主题的关爱服务，为辖区
外地留在合肥过年的妇女儿童送去春节大礼
包和节日的祝福；为了让留守儿童度过一个快
乐的寒假，淮南市谢家集区妇联、公安、新华书
店等部门联合开展“把爱带回家”儿童关爱服
务活动……春节将临， 我省各地积极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倡导“就地过年”、开展温情关怀等
服务活动， 让广大外出务工者就地安心过上一
个健康、安全、温暖、幸福、充满爱的新春佳节。

本报记者 李博 姚林 特约摄影 陈彬

本报通讯员 范长云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