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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山医院昨18人康复出院
本月以来，累计出院95人

爽爽贵阳
暖心行动 扶弱
济困

本报讯 9 月 21 日，贵州省
将军山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痊愈出院 5 人，无症状
感 染 者 解 除 医 学 隔 离 观 察 13
人。 经过医院全力救治，患者间
隔 24 小时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省级专家
组判定达到出院标准。
据统计，9 月 1 日以来，贵州
省将军山医院累计出院 95 人，
其中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21 人，
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隔离观
察 74 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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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
—

凝聚各方力量 助力家乡抗疫
本报讯 自贵阳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贵
阳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 （以下简称
“
贵阳驻京联络处” ）充分发挥驻京作用，
引导京津冀辽地区贵州商会、乡友、企业家
朋友为家乡抗击疫情作贡献，截至 9 月 20
日，通过该处协调捐助贵阳的抗疫物资和
爱心捐款共计约 130.29 万元。
据了解，疫情发生后，贵阳驻京联络处
心系家乡，积极号召贵州商会、乡友、企业
家朋友助力贵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其
中，协调北京贵州商会会同北京安顺商会、
北京遵义商会捐赠给南明区酸辣粉 1600
箱，价值 20 万元；协调北京贵州大厦有限
公司捐赠给云岩区防护服 500 套、 隔离衣

1000 件、防护面屏 1000 个、N95 口罩 2000
个，价值 6.04 万元；协调辽宁省贵州商会
捐款 10 万元、 北京平商律师事务所捐款
10 万元，均已汇至贵阳市慈善总会“疫情
防控专项资金” 账户。 此外，有关商会、乡
友、企业家朋友还自行捐助了相关物资和
款项。
同时，贵阳驻京联络处还积极协调省
内相关商会、协会及会员企业等，参与到
贵阳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其中，协调北
京贵州商会企业贵凤凰（贵州）食品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捐赠价值 16 万元的盒装米
粉；协调贵州省蔬菜产业发展协会发起号
召，安顺市平坝区万佳农产品开发有限公

司捐赠价值 3.85 万元的黄瓜、 豆腐乳，贵
州头雁优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捐赠价值
4.2 万元的包菜， 普安县金农生态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捐赠价值 47 万元的乌骨鸡；
协调贵阳精工科技学校、贵阳现代装备制
造技工学校共同捐赠价值 13 万 元 的 水
果、月饼。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同各级各部门一道干好本职工
作，为抗击疫情贡献应有的力量。 ” 贵阳驻
京联络处主任冯青说，接下来，将持续协调
贵州商会、乡友、企业家朋友，积极支持家
乡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寻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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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举措
做好困难群众
排查救助

本报讯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贵
阳市南明区民政局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墙” ，织
密社会救助“
安全网” ，保障好疫情防控期间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
据介绍，南明民政具体采取了如下举措：
加强特殊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跟踪排查。 协同
各乡、街道，按照疫情防控风险等级及时调整工作
方式，在保证自身防护安全的前提下，通过电话、
微信、上门等方式，加强与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四
类儿童等救助对象的沟通联系， 及时了解其身体
状况和生活情况，有效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强化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扶。 重点关注因疫
情居家静待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四类儿童，加
强走访探视，在全面摸排、动态监测、及时救助的
基础上，全覆盖保供生活物资，优先考虑不在低保
范围内的鳏寡孤独和 80 岁以上独居老年人。 截至
9 月 18 日， 为困难群众发放大米 49.5 吨（9900
袋），发放蔬菜 50.05 吨（生鲜包 10010 份）。
加大搜查与救助力度。 全面启动临时救助
备用金，为各类因疫遇困群众提供救助，提高临
时救助的时效性。 同时，为因封控、管控、务工不
着等原因造成外地群众滞留本地、 生活无着流
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吃、住等帮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爽爽贵阳
暖心行动 邻里

观山湖区

守望

核酸采样点
查询小程序上线
本报讯 9 月 21 日， 记者从观山湖区了
解到， 该区核酸采样点查询小程序 （测试
版）于 9 月 19 日上线，截至 21 日，访问量达
54.81 万人次。
本轮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市民居家或进
入各类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都
需要有核酸阴性证明。 在这段特殊时期，为满
足市民核酸检测需求， 提高核酸检测采样效
率，缓解群众排队时间长等问题，观山湖区通
过“
观观好汇玩” 公众号及“
爽爽贵阳 美美
观山湖” 公众号平台，上线“
观山湖区核酸采
样点查询” 服务小程序，可定位观山湖区域
内的核酸采样点，实现一键导航直达。
据君为科技公司总经理黄显洛介绍，用
户进入“爽爽贵阳 美美观山湖” 公众号或
“观观好汇玩” 公众号后，点击底部菜单栏
—“
核酸采样
“
观观在线” 或“
观观活动” ——
点” ，就可跳转至“观山湖区核酸采样点查
询（测试版）” 小程序。用户选择同意获取本
手机当前地理位置信息，即可查看附近核酸
采样点。
据统计，小程序可展示观山湖区范围内
核酸采样便民服务点共 69 个， 当区域内核
酸采样点有所调整时，小程序将同步更新相
应信息，以更好地助力核酸检测便民服务更
加高效，使市民核酸检测更加便利。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蔡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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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志愿者
送上 500 余份
“爱心餐食”

本报讯 在修文县景阳街道疫情防控的关
键时刻，除了在一线忙碌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
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默默守护在后方，为抗疫
工作保驾护航， 以点点微光汇聚成战胜疫情的
磅礴力量。
9月 5 日，修文县景阳街道爱心商家上和酒楼
的老板常开江在得知景阳街道进行临时静态管理
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在工作群里发布了要为一线
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午餐、晚餐的消息，酒楼的员工
们积极报名参加， 自愿无偿加入此次爱心行动。
“
医护和工作人员每天这么辛苦地为群众服务，我
也应该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 ” 常开江说。
据了解， 该酒楼从 9 月 6 日起至 9 月 19
日，一共准备了 500 多份爱心中、晚餐，分别送
到了忙碌在和新村、大龙村、襄阳社区、新园社
区的一线人员手中， 花费了差不多 5 万元。 21
日，和新村志愿者告诉记者，这些爱心餐，在他
们最需要的时候送到了手中，让他们非常感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余珉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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