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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部门全面消毒杀菌加强防控
临时设置废弃口罩收集桶
本报讯（记者谭熙）记者从市
城市管理委员会了解到，该委高度
重视防控工作，及时成立了委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对全委
系统的防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从
加强生活垃圾收运处置、规范处置
废弃口罩等方面着手，强化开展防
范工作，落实各项措施，扎实抓好
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防控工作。
昨日上午，甲山中心垃圾中转
站的工作人员对环卫车辆进行了喷
洒消毒，还用消毒液对封面、地
面、站台、压缩装置、周围环境进
行喷洒消毒，全面加强生活垃圾清
扫、收运、处置的安全监管。记者
了解到，市 26 座垃圾中转站落实
每日消毒制度，垃圾运输车、其他
作业车严格落实每日消杀工作，及
时对车辆进行消杀清洗，保持车容
车貌整洁，防止人为二次污染。
桂林市山口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场内的深能环保桂林能源生态园
（桂林市山口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承担着六城区以及灵川、阳
朔、平乐、龙胜等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工作，生活垃圾经过高温焚烧后
能消除大量有害病菌和有毒物质，
有效控制次生病菌对环境的二次污

染。与此同时，工作人员每天对
场区内的环境、设备进行全面杀
菌消毒处理。
随着市民自我防护意识增
强，大家外出都会戴口罩，考虑
到口罩等废弃物更多地出现在生
活垃圾中，市城管委及时组织督
导委属单位和城区环卫部门在居
民小区、医院、集贸市场、商业
中心周边等人流量相对密集区域
原有垃圾收集点临时设置废弃口
罩专用收集桶，严格按照医疗废
弃物相关处理流程进行操作，收
集完毕后交由专门的医疗垃圾处
置企业处理，防止病毒通过生活
垃圾扩散。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积极督促指导有关县区
环卫部门做好防控工作，切实加
强环卫清扫保洁作业，清除病媒
滋生地；合理安排生活垃圾收运
路线，尽量避开人流密集区域，
缩短交接时间；垃圾运输车必须
密闭，防止跑冒滴漏；确保生活
垃圾及时清运和无害化处理，做
到日产日清；加强对生活垃圾收
集容器、运输工具、处置场所以
及城市市政公厕等的消毒措
施。”

保障疫情防控物资供应 开展暖心关爱活动

桂林各高校多举措
关爱寒假留校外国留学生
本报讯（记者秦丽云）3日，记
者从桂林各大高校了解到，疫情当
前，各高校多举措关爱寒假留校外国
留学生，用温情抗击疫情。
3 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广西师范
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的书记刘月
娥。据她介绍，该学院1月份有在学
校过寒假的留学生120名，留校外教
20名。近日，一批留学生和外教选
择回国，目前该学院仍有留学生76
名，外教12名。
刘月娥说，因为防控疫情的需
要，口罩成了待在学校的留学生和外
教们的急需用品。1月28日，广西师
范大学校领导给该院的留学生和外教
发放 250 个口罩。不过，因为市场
口罩紧缺，截至 2 月 1 日，学校原
来储备的口罩所剩无几，国际师生面
临着必要外出时没有口罩防护的困
境。当日，该学院向市政府发出了请
求支援口罩的信息。 2 月 2 日，桂
林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疫工
作领导小组相关同志立即多方联系，
统筹调配资源，于 2 月 2 日上午 11
时，给师大国际学生落实了 200 个
口罩，解决了燃眉之急。
据了解，除了想办法给留学生和
外教提供口罩，该学院还通过各种方
式，关爱寒假留校外国留学生。学院
为留学生提供在线免费的汉语学习课
程、 HSK 考试辅导、心理疏导等课
程。外国专家和国际学生管理服务中

心前台为国际学生提供体温测量、
免费网络等服务，并每天做好电
梯、沙发、走廊等公共场所的卫
生、消毒工作，并对可疑人员进行
隔离等防控病毒传染的相关工作。
针对从外地旅游回来的留学生，给
予单间宿舍进行自我隔离，并送去
快餐面和牛奶等必需品，助力这些
学生安心隔离。目前，学校食堂已
经开餐，确保留学生用餐事宜，同
时保障留学生宿舍用水、用电和网
络畅通。
3日中午，记者从理工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了解到，该学院目前有60
多名在校过寒假的留学生，学院也
是通过多种方式，以关爱为主，做
好在校留学生的疫情防控工作。该
学院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向
在校留学生宣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的相关防控知识。学院的老
师和后勤管理人员对每个宿舍发放
了一份《疫情期间在校学生安全告
知书》，提醒学生们做好自我防
护。此外，学院对公共区域进行消
毒工作，并为留学生提供体温计、
口罩等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考虑到
假期延长的情况，该学院根据国家
教育部的相关文件规定，对散布在
海内外十几个国家的留学生一一进
行联络、告知，并温馨提示做好自
我安全工作。

海事局管好水域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唐霁云 通讯员黄艺
坛）每年春节，桂林海事人都会坚守在岗
位上，保障辖区内的水上出行安全。
2020年春节如期而至，海事人也照常在
岗，但一场令人措手不及的疫情让这个春
节变得有些不寻常。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该局坚决落实
上级防疫部署要求，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
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并于1月25日成立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全力做好管辖水域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桂林海事局配合有关部门对
疑似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实施临时隔离、
留验和向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移
交，所有具有对外业务的海事人员也已采
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同时，该局督促辖区
所属航运公司进一步完善船上工作制度，
根据实际情况为所属船舶建立疫情防控工
作和疫情报告处置制度，在漓江船舶排筏
停运期间严格落实好各项防控制度措施，
做好船舶应急值班工作，并为所属船舶购

置口罩、手套、体温计、消毒剂等必要的
防护用品。
在这场疫情抗击战中，桂林海事人陈
玉学始终坚守在岗位上，从除夕到大年初
六，他一直未离岗。为了能让外地的年轻
同事回家过年，他主动提出到人手较少的
平乐海事处值班，家人也特意前往平乐，
陪他一起在单位过年。
春节期间，除了对船舶公司进行疫情
宣传外，他和同事还重点加强了乡镇渡口
渡船等群众可能密集出行船舶的监管，积
极向船员、渡工、群众宣传防疫知识，深
入码头以及船舶，提醒业主及管理人员做
好相关消毒以及体温监测工作。“通过宣
传防疫知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都有了明显提高。”陈玉学说。
在桂林，像陈玉学这样一直坚守在一
线的海事人还有很多。据统计，截至 2 月 2
日，桂林海事局春节期间共出动执法车船
60艘（辆）次，执法人员114人次，检查渡
口24处，检查船舶34艘。

市医保局：取消新冠确诊
或疑似患者参保等待期
延长2020年度参保缴费期限
本报讯（记者李杉 通讯员林娟）为避
免人群流动交叉感染，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日前，桂林市医疗保障
局实施相应措施，为确诊或疑似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取消中断缴费参保等待
期，保障患者能够及时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
遇，并为不方便出门参保缴费的群众延长
2020年度参保缴费期限。
2月3日，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市
医疗保障局对确诊或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患者参保政策进行调整，取消中断缴
费参保等待期。“举个例子，有些市民可能
在2018年参保，但2019年中断了，如果今
年继续参保，根据规定，参保人一般情况下
需要等待3个月才能开始享受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工作人员说。
目前，确诊或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患者属于特殊情况。“如果有中断参保
缴费人员是确诊或疑似病例，那么只要他3
月底前续保缴费，便能从诊断当月起就享受

治疗该疾病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受相
关等待期限制。”
目前，为了防止人员流动造成交叉感
染，参保人缴费期向后延长至3月31日。
足额缴费后，便可从2020年1月1日起享
受本年度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这样群众
便可以等待疫情稳定之后再出门缴费。”
同时，用人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于2
月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原则
上延迟至3月份缴纳参保费用，足额缴费
后，按2月份缴费的相关规定享受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其次，参加职工大额医疗费
用统筹的，延长至3月31日前缴纳相关费
用，足额缴费后，享受职工大额医疗费用
统筹待遇时间与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时
间一致；最后，中断参保缴费人员于2月
份办理续保缴费手续的，原则上延迟至3
月份办理，续保缴费后，享受基本医疗保
险待遇的等待期按照2月份办理续保缴费
的相关规定执行。

桂林邵阳商会捐赠一批医用物资
驰援我市抗疫一线
本报讯（记者胡逢超） 2 月 3 日，
桂林邵阳商会向南溪山医院、桂林医学院
附属医院和市第二人民医院捐赠了医用口
罩、医用手套以及医用酒精、 84 消毒液
等一批医用物资，为我市战斗在抗疫一线
的医护人员提供了“弹药”。
自去年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我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奋战在
抗疫第一线，坚强捍卫全市人民的健康和
安全。随着疫情的肆虐蔓延，医用防护物
资愈发紧缺。1月27日，在湖南老家照顾
病重父亲的邵阳商会会长李志良从媒体上
看到南溪山医院向社会各界发出了募捐倡
议后，他立即号召商会全体会员募集资

金。截至目前，共募集到 5 . 6 万多元，并
购买了医用口罩 1 万只、手套 1 万副、 84
消毒液 1000 瓶、医用酒精 300 瓶以及大输
液、板蓝根等物资，定点捐赠给南溪山医
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市第二人民医
院。
“由于国内物资紧缺，我们还从国外
购买了 500 个 N95 口罩，目前正在运送途
中；同时也正在积极联系从国外再购买一
批防护服。这些也将一并定点捐赠给抗疫
一线的医院。”邵阳商会有关负责人说，
商会希望为抗击疫情作出自己的贡献，助
力桂林打赢疫情防控这场阻击战。“桂林
好，我们商会才能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