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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化监管“烟火气”
回归
安宁区西固区有序推进复商复市
近日，
按照
“有序开放、
有效管
控”
的原则，
兰州市安宁区、
西固区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按照不
同行业差别化分类，
组织经营者分
类分批稳步推动复商复市。

安宁区助力市场主体“重启”
“老板，来个二细，面多些”
“拿四个包子，再来个豆浆”……
一大早，人们买完早点，
奔赴各自
的工作岗位。在中海环宇城，李
珂和闺蜜正在挑选喜爱的衣服，
“一直想买两套职业装，
烟火气重
归的日子真好！”李珂开心地说。
拉开卷闸门，位于高新什字
的福临门牛肉面馆开始了开业前
的准备工作。服务员们忙得不亦
乐乎，打扫卫生，摆放桌椅，再来
一次彻底的消毒。
“我们的生意将
恢复正常，希望大家都能遵守疫
情防控要求，
做好个人防护，
有序
排队取餐。”老板周茜说道。
在永辉超市中海店，居民们
间隔一米线，秩序井然排队扫码
测温进入。华联超市费家营店相

关负责人介绍，有序复商复市，不
等于疫情防控可以放松。超市强
化到岗员工管理，建立完善的人
员信息台账，加强到岗人员健康
监测；强化保洁、保安、维修等服
务保障人员基本信息，落实健康
监测、核酸检测等防疫要求。与
此同时，
强化人员出入管理，
凡进
入超市者，
均要求佩戴口罩，
完成
扫码、验码、测温等，确保人员信
息
“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
目前安宁区成立多个工作专
班，
“点对点”主动上门服务，
千方
百计为企业纾难解困，在精准落
实落细防控措施的基础上，科学
统筹、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
商复市，助力市场主体快速“重
启”，
城市逐渐恢复生机活力。
西固区维护市场秩序稳定
临洮街市场监管所严格 排
查，助力民生行业健康返岗。执
法人员督促相关复工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建立完善返岗员工排查
机制，明确要求严查员工复工前

旅居史、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身体
状况等情况，对不符合要求的一
律停止作业。经营期间从业人员
必 须 佩 戴 N95 口 罩 、一 次 性 手
套，
每天两次体温监测，
按规定开
展核酸检测并登记在册。建立完
善隔离观察和上报机制，确保特
殊情况第一时间有效处置。
福 利 路 市场监管所事前监
管 ，督 促 牛 肉 面 经 营 户 规 范 复
工。对辖区牛肉面馆进行现场检
查，要求营业之前签订疫情防控
承诺书和疫情防控告诫约谈书，
做好核酸检测台账等，门口设置
打包台，顾客通过外卖和打包的
方式进行消费，不得堂食。从业
人员必须持有效健康证明及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方可上岗。要求每
天做好员工晨检记录、顾客体温
异常登记记录、从业人员健康档
案记录、紫外线消毒记录、餐饮具
消毒记录等。
先锋路市场监管所加强监
管，督促复工经营户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先锋路市场监管所对辖

安宁区超市有序开放，
市民采购肉类。
区 2 家已复工牛肉面馆进行现场
检查，重点查看从业人员核酸检
测证明，是否规范佩戴口罩、手
套 ，是 否 落 实 对 顾 客“ 一 扫 四
查”。组织工作力量进行现场监
督，
维持经营秩序，
要求保持一米
线安全距离、不得堂食，
杜绝人员
聚集。同时，召集辖区准备复工
的牛肉面经营户进行约谈，签订
疫情防控承诺书，要求做好复工

前的从业人员健康监测等工作，
保障安全复工。
西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加
大执法监督力度，聚焦即将复工
复产的民生类经营店铺，做好事
前监管和外防输入，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维护市场秩序
稳定。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通讯员
张小燕 周俊宇 记者 沙金萍 熊园

兰州市就医需提供 48 小时核酸证明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欧阳海杰）记者 8 月 4 日获悉，
目
前，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
兰大二院、
兰大一院、
省人民
医院等多家医院妇科、
产科、
儿科、
乳腺科、
内科及外科等多个专科门诊
开诊。即日起，去各大医院就诊需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急危重症患者除外。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各医院门诊推行分时段预约就诊，预约成功
后按照预约时间提前 30 分钟来院签到就诊。患者及家属要配合医务
人员进行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及“一扫三查”，即扫场所码、查体
温、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查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诊过程
中全程佩戴口罩、保持“1 米线”安全距离，就诊结束后即刻离院。老
年人、儿童等不能扫码查验者，需填写“患者承诺书”。瞒报、谎报造
成疫情扩散者追究法律责任。
各大医院实行核酸检测结果互认。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
务服务平台、各省健康码、核酸检测机构网站或 APP 查询的核酸检测
结果，若符合本地疫情防控时限范围，
均具有同等效力。

8 月 3 日 0 时—24 时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本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王睿君）8 月 4 日，记者从省卫生
健康委获悉，8 月 3 日 0—24 时，甘肃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1 例，其中临夏州 7 例（东乡县 6 例，广河县 1 例）、
兰州市 3 例（在城关区）、甘南州 1 例（在夏河县）。以上无症状感染者
均在集中隔离点发现。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轨迹信息由相关市（州）或
县（市、区）进行发布。
截至 8 月 3 日 24 时，本轮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650 例、无症状
感染者 3822 例。新增治愈出院患者 31 例，解除隔离无症状感染者
174 例。累计出院确诊病例 408 例，解除隔离无症状感染者 1829
例。现有确诊病例 242 例、无症状感染者 1993 例，均在定点医疗机构
隔离治疗或隔离医学观察。

兰州市累计
390 名新冠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欧阳海杰）记者从兰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雁滩分院获悉，8 月 4 日有 33 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
院，16 名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兰州新区方舱医院 4 名轻
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153 名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隔离医学
观察。出院后，
他们将继续进行 7 天的居家健康监测。
截至目前，兰州市累计 390 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1423
名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芹菜哥
芹菜哥”
”爱心捐助
九州凤凰城居民吃上万斤免费菜
“你好，帮忙联系一下，我
想给兰州捐一车芹菜。”8 月 3
日上午，记者收到了来自“芹菜
哥”的一条短信。
“芹菜哥”名叫王东平，宁
夏西吉人，他的快手账号叫“芹
菜哥”，一年大部分时间在甘肃
定西做芹菜生意。去年，奔流
新闻·兰州晨报曾以《当定西芹
菜搭上“快手”顺风车……》为
题报道过他帮助当地菜农增收
的事迹。
这次王东平联系记者，是
了解到兰州部分小区因疫情临
时管控物资紧张，想捐 1 万斤
芹菜给兰州市民。
了解王东平的捐赠意向
后，记者与城关区靖远路街道
联系。街道负责人第一时间安
排九州大道社区和王东平对
接，
确定捐赠事宜。
本轮疫情中，靖远路街道
管辖的九州片所有小区临时管
控，居民生活物资由社区工作

分发芹菜。
人员和志愿者保障。
3 日下午，王东平立即到
菜农地里收菜。当晚，1.2 万斤
新鲜的毛芹从田间地头装上了
货车，直接运至靖远路街道九
州大道社区。
九州大道社区负责人徐慧

敏告诉记者，4 日凌晨芹菜运
到后，社区立即组织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进行卸车分配。截至
4 日中午，1.2 万斤芹菜全部发
放到凤凰城 C 区居民手中。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 张鹏翔

共赴
“疫”
线的
“父子兵”
俗话说
“打仗亲兄弟，
上阵父
子兵”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西站
街道小西坪社区本轮抗击疫情
中，
出现了一对对
“父子兵”
“姐弟
兵”
，
守护居民们的健康平安。
韩光明是一名市属机关单
位的干部。7 月 12 日，
当他得知
社区抗疫人员力量不足时，
还是
像前几轮疫情防控一样来到社
区，
帮助社区进行值守工作。除

了自己，
他还让假期返兰的儿子
也加入到了核酸检测扫码和其
他小区值守的工作中。当被问
起“韩叔，你一个人帮我们就可
以了，
为什么还让孩子来”
时，
他
说道：
“孩子长大了，
是时候让他
也锻炼锻炼了。他爸是党员，
他
也应该有责任。
”
朱春明是山河救援队的一
名队员，在 7 月的抗疫中他多次

帮助社区进行消毒、人员培训、
核酸检测采集及扫码等工作。
在社区最需要人员的时候，他
主动提出让自己大学回兰的双
胞胎儿女参加社区疫情防控。
有居民问“您不怕孩子们危险、
辛苦吗？”朱春明说：
“ 他们已经
成年，不小了，参加志愿服务，
对他们也是成长历练。”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沙金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