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都三建乡的
“节节高”
栽植笋竹 8000 余亩，今年部分雷竹进入试产期
预计鲜雷笋产量可达 4 万斤，助农增收 2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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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
研究部署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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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坚持从严管理过细工作
确保开学复课稳妥有序万无一失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据重庆日报消息 近日，市委常委会会
议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市2020年春
季开学等工作。
市委书记、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
长、领导小组组长唐良智，市委常委，市人大
常委会、市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
市政府负
责同志参加。
会议指出，开学复课是当前全市疫情防
控的一项重点工作，关系孩子们健康成长，
关
系千家万户，社会高度关注，丝毫不能马虎。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对人民、对学生、对家庭
极端负责的态度，按照从严管理、过细工作，

确保安全、万无一失的要求，稳妥有序、细致
周密做好开学复课工作。一要从严从实从细
落实防控措施。科学合理制定开学复课工作
方案、操作指南及应急预案，分类分批、错时
错峰组织学校开学复课，牢牢守住学校和学
生安全底线。实行网格化闭环管理，严格落
实体温监测、佩戴口罩、通风消毒、重点部位
消杀等防控措施，全面加强教室、食堂、宿舍
等人员密集场所管理，
合理设置诊疗室、隔离
医学观察场所，做到环环相扣、不留死角。坚
持少流动、不聚集，
科学安排上下学、教学、就
餐、住宿、课间活动等，
强化健康安全教育、卫
生知识普及、应急处置演练，高度重视校园安
全，为学生开学复课创造良好环境。加强学
校开学复课指导督导，全覆盖开展学校开学
复课条件验核，防控条件未通过验收不得开
学。二要扎实做好学校防控物资储备。加强

防护物资市级统筹、合理调度，既立足当前、
又着眼长远，全力保障口罩、体温检测仪、洗
手液、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确保各类物资供应
充足、可持续保障。三要全面精准核查师生
健康和出行情况。全覆盖排查掌握每所学
校、每位老师、每名学生与疫情关联情况，点
对点到人头摸清旅行史、接触史、健康史等活
动轨迹，
加强来渝返渝师生员工健康管理，
确
保不漏一人、不留隐患。四要压紧压实疫情
防控安全责任。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对学校疫情防控
实行
“日调度”
“日报告”
“零报告”
。强化联防
联控，
强化区县属地责任、部门属事责任和学
校主体责任，
区县党政主要领导、教育部门主
要负责人和学校校长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
责任，
家长要落实监护责任，共同维护正常教
学秩序和师生健康安全。

会议强调，经过这一段时间艰苦努力，
全
市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秩序加
快恢复，成绩来之不易。要牢牢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保持警惕、严密防范，
慎终如始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全面做好“六
稳”
工作，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要持续做好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工
作，
强化入境人员全流程闭环管理，
继续做好
集中隔离点服务管理，坚决切断传播途径。
要做好近期来渝返渝人员健康管理，加大对
无症状感染者管理工作力度，增强防控措施
的针对性、实效性。要深入开展舆论引导工
作，及时释疑解惑、回应关切，持续引导市民
加强自我防护。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学校准备好了
设置红外线监测通道 入校先测体温
重庆高三、初三等毕业年级的开学时
间确定，
学校纷纷行动起来，在安全防护上
动足脑筋。在沙坪坝区，重庆一中和南开
中学，
都设置了红外线成像体温测控通道，
能够更快速检测到师生体温并清楚显示。

重庆一中 多点位设置测温系统
开学后，学生进入校园需要通过的第
一道关卡就是体温测量。学生返校时，会
在值班人员的引导指挥下，首先在校门外
有序排队，相互间保持一米的距离，
并从专
用通道依次有序进入。
在重庆市第一中学，进入大校门之后
的道路被隔离分开，设置了多条测温通
道。学生从通道经过时，红外线测温仪会
及时监测通过者体温，
若有体温异常者，
设
备会报警，后台自动发送报警短信到相关
负责人手机。
发现体温异常的学生，会被带到校门
口设置的隔离点，
身着防护服的校医，
会用
水银体温计对体温异常者进行二次体温测
量，做好记录，并向学校相关负责人汇报，
学校随即启动应急预案。
重庆一中有关负责人介绍，红外人脸
识别测温系统分布在进入学校教学、生
活、实验等各个区域的入口，如前后校门
口、寝室门口、车道入口，安装了24个识
别测温点位。系统与学校的智慧校园数
据库实时联网，能够实时测体温和人脸识
别。
这一系统的安装，可及时发现温度异
常人员交校医处理；学校师生提前进行后
台数据注册与采集，提升校园安防档次，
人
防加上技术防范，
通过人脸身份识别，
确保
教学无关人员不能进入学校教学区，保障
防疫和教学要求；还可以大数据采集逐步
建立学生健康档案，为学生成长发展做更
多的更好的支撑。

南开中学 无体温异常方可上课
在南开中学，从大校门进入后，同样
要经过红外线成像体温测控通道进入校
园。一教楼前广场上放置有介绍学校防
疫工作情况的展板，门厅LED显示屏上滚
动播放着新冠肺炎校园防控要点。进入
教学楼，必须再次通过红外线成像体温测
控通道。
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校门是第一道
防线，把好这一道关卡至关重要。校门口
值班人员分工明确、提前到岗，
首先自测和
互测体温，并做好记录。
开学后，
学生保持间距排队进校，
工作
人员要对学生及其行李做消毒处理，红外
线检测仪监测学生体温情况。若发现体温
异常的学生，
工作人员将立即暂停放行，
校
医做备案报告、制止学生进入教学区，
并将
其转移至临时隔离区隔离等应急处理。测
温通道重新消毒后，才继续放行。
上课期间，所有师生必须全程佩戴口
罩并按要求消毒。课前，
教师会开窗通风，
检查防疫物资；学生入教室，间隔就座，接
受体温检测，
无体温异常方可上课。
生活老师上岗前必须佩戴口罩和校
牌，进行体温互测并做好登记。学生起床
后，
生活老师就要对大家进行体温检测，
所
有同学佩戴好口罩和校牌才能有序离寝。
随后，生活老师做好公共区域和宿舍公共
物品清洁和消毒工作，并保持宿舍开窗通
风。
学生返寝时，
在门厅做好体温检测，
保
持间距有序放入，
并提醒学生互不串门，
同
宿舍减少交谈，相邻床位脚相对、头远离。
待全部学生归寝后，生活老师进行晚间测
温点名。宿舍每天多次打扫、消毒、通风，
保持空气清新自然。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林祺

校园内设置的红外线成像体温测控通道。

后勤准备好了
保安保洁员都要培训防疫

警方准备好了
全警联动为学生们护航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林祺）昨日上午，
两江新区童心小学
内，
一场特殊的
“考试”
正在进行，
答题人
不是普通学生，而是学校物业部的13名
保洁人员。他们的试题内容，全部来自
于上午刚刚进行的防疫培训，满分100
的试卷，如果未达到80分，答题人必须
重新进行培训，考核合格方能上岗。
13名保洁人员分成4组，
分别在4个教
室进行考试，
除了理论题之外，还有实操
题。39岁的龙春燕是第一组第一个答完
题的，
走出教室，
她直言
“真有点紧张”
“
。多
久没有参加过考试了，
其实学校的防疫清
洁工作我们近一个月来天天都在做。
”
童心小学校长秦波表示，根据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同时结合学
校自身特点，
他们分批对保安、食堂工作
人员和保洁人员等教职人员进行全员培
训，
不同人员的培训侧重点不同。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谭遥）开学复课时间已定，
警方也开
始为师生们的复课开始准备。从昨日
起，九龙坡警方全警联动，
进入辖区中小学
校、中职院校，
重点对学校的公共活动场
所、
水电基础设施、
消防措施、
安全通道、
视
频监控系统、
安保器材及保安人员配备、
安
全制度、交通秩序等进行全面检查。
此外，警方还将对辖区各中小学校
园周边的宾馆、日租房等治安重点行业
开展“校园周边治安大清查”，针对校园
周边路段开展“交通秩序大治理”，提前
全面清扫安全隐患，为校园的开学创造
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从4月20日早7点开始，九龙坡警方
将正式启动高峰巡逻机制，
组织交巡警、
派出所、责任校警、
“护学岗”等力量加强
对学生上、放学高峰时段、治安交通复杂
路段的巡逻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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