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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即将来临，疫情尚未结
束，今年清明殡葬服务机构还提供
祭扫服务吗？如何安全有序祭扫，
避免人员聚集带来的感染风险？

为巩固我市疫情防控成果，避
免清明节期间因集中祭扫活动引
发输入性和聚集性疫情，保护广大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市殡葬事业管理部门一手抓防
控，一手抓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初心，做
到守好防疫“责任田”，打好民生服
务“组合拳”。

统筹管理
强化履职担当责任网

“今年清明节祭扫工作是在加
强疫情防控背景下开展的，与往年
相比更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压实责
任担当刻不容缓。“市殡葬事业管理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全面恢
复正常生活秩序和复工复产带来的
人口流动，祭扫人员可能增多，形成
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的双重挑战。

为此，目前我市已自上而下建
立完善责任体系。在纵向上，建立
了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市级各
部门密切配合的清明节祭扫工作协
调机制，市民政局成立清明节祭扫
工作领导小组，各区县则相应建立
了清明节祭扫工作协调机制，各级
民政部门和殡葬服务机构均建立了
相应机构，确保节日期间24小时全
天候值守；在横向上，应对清明祭扫
工作，市民政、公安、卫生健康、交
通、应急管理、农业农村、林业、市场
监管等部门不断加强配合协作。

“对于较为分散的农村公益性
墓地及历史埋葬点，则通过压实乡
镇（街道）及村（社区）责任，安排专
人负责清明节期间祭扫活动实现
安全管控，确保防控不落一处，安
全隐患不留一丝。”市殡葬事业管
理中心负责人介绍，在清明节期

间，我市各级民政部门还将通过明
察暗访、随机抽查等多种方式对殡
葬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和清明节祭
扫服务保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坚
决防止措施不落实、管控不到位等
现象。

分类施策
构筑基层防控安全网

基层是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
线，力量必须坚决保障。

“针对清明节祭扫服务不同场
所，我市将实行分类施策分类管理，
确保疫情防控落实有效。”市殡葬事
业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
对全市梳理，今年祭扫活动场所将

分四类管理。即全市所有殡葬服务
机构暂停组织集中祭扫、集中公祭、
公益性安葬、现场宣传展示和农村
清明会等集体性活动；全市骨灰寄
存堂、骨灰塔陵园等相对封闭的室
内祭扫场所暂停现场祭扫服务；全
市公墓（陵园）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的前提下，从3月25日开始有
序开展现场祭扫服务，根据承载量，
严格实行预约、限量、分时、错峰祭
扫；对农村散坟、历史埋葬点群众祭
扫则加强宣传引导，压实基层责任，
防止人员扎堆聚集。

同时，为进一步保障安全祭扫，
我市对所有祭扫场所也做了明确要
求：针对提供现场祭扫服务的殡葬服
务机构，根据安葬量、空间面积、停车
数量等因素，确定预约限定每日入园

人数上限，每个墓位祭扫人员不超过
3人；必须在入口处设立1米线、配备
测温枪或红外线测温仪等设备，对所
有进入人员佩戴口罩、检测体温、实
名登记；必须对祭扫场所、道路等实
行全方位消毒，在公共卫生间、露天
洗手池等场所，免费提供洗手液、擦
手纸，方便群众使用……

多措并举
创新贴身为民服务网

安全有保障，为民服务更不能
掉队。

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应对祭扫需求，我市正多措
并举创新祭扫方式，目前可向市民

群众提供4种个性化、人性化的祭
扫服务。包括预约祭扫服务，市民
可通过重庆96000殡葬服务热线转
接预约，也可向提供现场祭扫的殡
葬服务机构每日分时段预约祭扫
（主城区公墓预约电话已在各媒体
公布，区县、殡葬服务机构预约方式
由各区县结合实际确定并公布）；集
体祭扫服务，暂停现场祭扫的殡葬
服务机构由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为安
葬逝者举办集体纪念仪式；代客祭
扫是指有需求的群众可通过网络、
电话等方式委托殡葬服务机构代为
祭奠亲人，由服务机构反馈代为祭
扫服务视频或照片；网络祭扫服务，
即市民通过部分开通线上殡葬服务
的机构，实现网上祭扫、远程告别等
在线服务，通过殡葬服务机构移动
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服务渠道，开
展多种形式的网络祭扫。

“以此既可以减少清明祭扫引
发的人流聚集，有效遏制新冠肺炎
疫情的扩散和反复，同时实现平安
清明、文明祭扫的新理念，满足群众
所需。”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借助疫情防控这个特殊
时期，我市接下来将进一步开展移
风易俗活动。实行双向发力，一方
面推动殡葬服务机构进一步优化服
务流程做实做细每个环节，加强人
员配备和防护物资保障，确保安全
服务、优质服务；另一方面积极倡导
尊重生命、绿色文明的殡葬新风，推
动丧葬礼俗改革，遏制大操大办、炫
富攀比、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助力
社会文明进步。

一手抓防控 一手抓服务

我市多措并举满足市民清明祭扫需求

张亚飞 李耀辉 龙搏
图片由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提供

清明节文明祭扫
倡议书

广大市民朋友：

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
时。为弘扬优良传统、保护生态环
境、培育文明新风，巩固疫情防控持
续向好形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我们倡议：

文明祭扫。倡导以网上祭扫、家
庭追思等方式，怀念逝者、寄托哀
思。提倡献一束花、敬一杯酒、植一
棵树、讲一段往事等方式怀念先辈，
不搞封建迷信，告别祭扫陋习。讲好
先辈故事，树立良好家风，营造文明
社会新风尚。

节俭祭扫。弘扬中华民族“尊
老、敬老、爱老、孝老”的传统美德，树
立厚养薄葬的新观念，提倡老人在世
多孝敬、离世祭祀不攀比。倡导从俭
办丧、节俭祭扫，反对铺张浪费，以节
俭方式追思故人，让逝者安息，让生
者无憾。

环保祭扫。树立环保意识，自觉
遵守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和市容管理
有关规定，不在道路两侧和楼道等地
焚烧冥纸，不在山林、草场、墓地等烧
纸焚香，形成绿色环保祭扫新风尚。
提倡绿色低碳出行，爱护自然环境，
让传统节日回归清净与文明。

安全祭扫。清明期间，全市所有
殡葬服务机构已暂停集中祭扫、集
中公祭等集体性活动；已暂停骨灰
寄存堂、骨灰塔陵园等相对封闭的
室内场所祭扫服务；公墓（陵园）严
格实行预约、限量、分时、错峰祭
扫。敬请大家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
关规定，防止人员扎堆祭扫，不给疫
情传播可乘之机。提倡文明行车，
不乱停乱放，不为疫情防控添堵。
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和消防安全等规
定，确保安全祭扫。

祭扫是一种形式，是对先辈的怀
念和尊重；文明是一种风尚，是时代
发展进步的体现。让我们积极行动
起来，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从现
在做起，以文明祭祀的方式追思先
辈、祭奠逝者，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和践行文明祭扫新风尚贡献力量！

重庆市民政局

殡葬服务单位开展公益代祭服务

统筹防疫显担当 积极履职护健康潼南区卫健委

落实防控责任
织牢全区疫情防控网

1月24日，我市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潼南区卫
生健康委第一时间成立了以主任程
秋雁、党组书记陈昂为双组长的委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及7个工作组，
积极组织辖区区级医院、镇卫生院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民营医
院、诊所、村卫生室医务人员等全行
业力量奔赴防疫战场，为全区人民
织起结实的疫情防控网。

疫情防控阻击战，医疗机构、医
务人员首当其冲，做好有效防护尤
为关键。疫情发生以来，潼南区卫
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疫情防控技能培
训17次，分类培训医务人员和乡村
医生3.6万余人次，实现培训全覆
盖，合格一人上岗一人，切实增强医
务人员防护知识和防护能力，实现
了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目标。

切断传播途径方面，除潼南区
人民医院外，暂停辖区各医疗机构
口腔诊疗科目，关闭全区口腔诊所、
门诊部。延期开展除产科、狂犬疫
苗外的预防接种服务，加强对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和
村卫生室的监督管理力度。同时，
加大医院临床用血、消毒产品督查
力度，坚决防止感染患者无偿献血
和伪劣消毒药品流入医疗机构。

流行病学调查是传染病防控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也可为下一步防
控措施制定提供决策依据。潼南区
卫生健康委指导区疾控中心对110
例新冠肺炎疑似/确诊病例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累计排查并纳入医学
观察密切接触者669人；配置2台核
酸提取仪、2台PCR检测仪，3小时
内能完成130份样品检测，累计开
展新冠肺炎标本检验6551个（含复
检），其中确诊病例阳性标本累计
20个。

与此同时，全面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督促指导镇街、部门对车站、

码头、超市、小区等环境每天实施消
杀。潼南区卫生健康委还配合交
通、政法、公安、街道等单位，切实筑
牢交通卡口筛查、社区排查、重点人
员管控、群防群控四道防线，织牢全
区疫情防控网。

抓好医疗救治
切实守护全区人民健康

面对疫情，保障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卫健部门的首
要目标。疫情发生后，潼南区卫生
健康委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
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统筹
全区医疗资源，切实做好新冠肺炎
患者医疗救治工作。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是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
键。潼南区卫生健康委坚决把牢医
院入口关，决不漏掉一个可疑对
象。充实预检分诊、发热门诊专业
力量和防疫设备，规范设置预检分
诊场所，所有进入医院的患者均需
经过预检分诊方可就诊。同时，设
置新冠肺炎诊区（室）和普通诊区

（室），由专人陪同并按指定路线转
移发热病人。

救治队伍组建方面，潼南区卫
生健康委积极抽调呼吸、感染、消
化、影像等相关专业医生组成专家
团队，组建4个救治工作组、7个后
备组，会诊可疑病人，提高对可疑发
热病人的识别能力。把发热门诊患
者全部纳入PCR免费检测范围，一
旦确诊，区疾控中心在24小时内锁
定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而分
类进行管理。

做好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管
理，可有效防止户内交叉感染，切断
传染源。辖区里凡出现确诊/疑似
病例，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摸排其行
动轨迹，锁定密切接触者，实行居家
或集中分类管理。第一时间完成采
样、检测，出具结果，实行转诊或解
除隔离。截至目前，集中隔离点累
计管理密切接触者506人，确诊13
人。

为加强集中隔离管理，潼南区
卫生健康委还抽调委机关12名干
部职工，与医务人员、公安干警等
24小时值守在集中隔离点。与此

同时，切实保障隔离对象和工作人
员生活必需品，对隔离对象开展心
理疏导，做好人文关怀。

在积极做好本地医疗救治的同
时，潼南区还积极选派医护人员赶
赴湖北一线参与新冠肺炎救治。截
至目前，潼南区共抽调39名医护工
作者，分别驰援湖北武汉和孝感，潼
南区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长杨东及
14名队员获得孝感市表彰奖励。

强化物资供应
保障医护人员安心战“疫”

疫情防控战，物资是基础。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潼南区卫
生健康委强化物资供应保障，多方筹
集医用物资，确保医疗救治顺利进
行，确保白衣战士安心战“疫”。

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区政
府及时调拨资金2440万元（其中财
政资金 1840 万元，社会捐款 600
万），专项用于疫情防控物资采购及
急需设备配置。通过线上线下购
买、广泛募捐，及时补充医用防护服
3959 套、医用一次性口罩 37.1 万

个、N95口罩（含非医用）5.5万个、
测温仪器839个、消毒液26.4吨，基
本保障医疗防控需求。潼南区卫生
健康委按照“重点保障、主要保障、
一般保障”原则，规范发放医用物
资，竭尽全力保障一线医务人员安
全。

强化正面引导
提高群众疫情防控意识

“医疗救治之外，正面引导也很
重要。”陈昂表示，疫情防控战启动
以来，潼南区卫生健康委在做好全
区医疗资源统筹和医疗救治的同
时，积极引导舆论，利用各种媒介形
式，积极传递疫情防控知识，凝聚起
抗击疫情的强大正能量，为打赢潼
南区疫情防控战提供了强有力舆论
支持。

据悉，疫情发生后，潼南区卫生
健康委加强新闻宣传，在区内全媒
体平台统一开设疫情防控专栏，及
时发布疫情防控信息3100余条次；
社会宣传方面，统筹利用户外LED
显示屏、宣传栏、墙体广告、村村响
广播做好公益宣传，印制发放宣传
资料90万余份，让疫情防控知识进
入千家万户。

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疫
情发生后，潼南区卫生健康委强化
舆情导控，及时在全区新闻发布会
和新闻通气会上，公开透明发布疫
情防控信息。坚持24小时开展网
络舆情监测，引导群众不信谣、不造
谣、不传谣，营造良好疫情防控形
势。

潼南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国内疫情形势持续向
好，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国外疫情
形势严峻，仍应保持清醒头脑，严格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
策略，一如既往抓紧抓实抓细疫情
防控各项重点工作，不断巩固和拓
展疫情防控成效。

王祥 图片由潼南区卫生健康委提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潼南区
卫生健康委坚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联防联控决策部署，在市、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以
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统筹全
区医疗救治和传染病防控力量，迅速
完善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切实守护好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月19日，潼南区中医院，援鄂医疗队

员唐睿、黄莉萍夫妇一同出征

潼南医疗队集体平安回家

2月10日，潼南区人民医院发热门诊，

医务人员为疑似患者采取咽拭子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