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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 打赢疫情防控硬仗

珠海机场出港旅客须出示 24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14 日起前往
北京航班全部取消
本报讯（记者甘丰恺）记
者从珠海机场了解到，自 14
日 12 时起，所 有 从 珠 海 机
场乘机出发的旅客，在测温
和查验健康码的基础上，须
提供航班计划起飞前 24 小
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旅客
可通过现场扫码、刷身份证
或提供纸质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进行验证，否则将无法登
机。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时

效计算方法为：旅客乘坐航
班的计划起飞时间-核酸报
告显示时间＜24 小时。对
于采样时间和检测时间均显
示的核酸报告，以检测结果
出具时间为准。此外，根据
民航部门疫情防控要求，自
14 日起从珠海机场出发前
往北京的航班全部取消。
近期计划乘机的旅客，
出行前请提 前 了 解 最 新 防
疫政策，准备好相关资料，

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查验。
因 未 能 及 时 出 具有效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无法按时出发
的旅客，可向航空公司申请
依相关政策办理退改签。如
有疑问，可拨打珠海机场咨
询热线：0756- 7771111，或
通过珠海机场微信公众号、
珠 海 机 场 官 网 、珠 海 机 场
官方微博等渠道了解珠海
机 场 航 班 信 息 和疫情防控
政策。

香洲区相关部门驰援将军山榕园小区

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物资到位
□本报记者 马涛
14 日，记者第一时间赶
到将军山榕园小区外围采访
获悉，香洲区相关部门迅速
响应、积极行动，
驰援榕园小
区的管控管理。南屏镇政府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关注特
殊群体的需求，尽全力保障
管控区居民的生活物资到
位，接下来将加大物资的投
放力度，提升人员服务的精
准度，确保特殊时期每一位
居民都能感到满意。

各部门紧急行动支援管
控工作
时间接近中午时分，一
台满载着医务人员的大巴来
到小区出入口。来自珠海市
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办的医生

金湾区紧急启动疫情防控预警机制
各镇设置固定和流动核酸检测采样点共 101 个
本报讯（记者蒋毅槿）根据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
为
进一步排查风险，
阻断疫情传播，
14 日，
金湾区紧急启动疫情防控
预警机制，对全区常住居民和流
动人员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当天，
金湾区各镇设置固定
和流动核酸检测采样点共 101
个，从上午 9 时到晚上 9 时不间
断为全体市民朋友开展核酸检
测采样服务。
在三灶镇伟民广场的核酸
采样点，
三灶镇卫生院医生上午
8 时前已经到达现场集合，开始
各项准备工作。上午 9 时，采样
点准时开放。
记者获悉，该采样点重点服
务鱼月村辖区居民，现场 5 组医
护人员同步开展采样，综治队
员、村居网格员及志愿者引导现
场秩序。现场还设置了长者专
用通道，减少长者排队等候时
间，为长者提供暖心服务。
在航空新城金山公园和金
湾区市民服务中心核酸检测采
样点，住在周边的居民、建筑工
地员工、办事群众等积极响应疫
情防控工作的最新部署，
一大早
便来到采样点排队等待。工作
人员一边维持秩序，一边提醒群
众间隔 1 米，并提前准备好核酸
检测码。现场群众自觉配合，
整

个检测流程顺畅，秩序井然。
当天上午 9 时，红旗镇 22
个采样点，70 多个采样组同步
运转。红旗镇的检测目标人数
大概是 11 万人左右。在各采样
点，很多群众全家出动，保持一
米线，做好个人防护和扫码测
温。现场实施专人专岗，引导
员、登记员、扫码员、手机操作
员、测温员各司其职，核酸采样
工作井然有序进行。
在南水镇，移动宣传车、大
喇叭在各村居巡逻宣传，动员辖
区居民到就近核酸采样点进行
核酸检测。当天，南水镇共开放
16 个核酸采样点，各村居提前
部署，广泛宣传发动，得到了群
众的积极配合。
当天凌晨 3 时，平沙镇各社
区迅速部署落实核酸检测工作，
共设置了 17 个核酸采样点，并
第一时间将核酸检测的通知，
通
过网格员等各种途径，
发至全镇
居民。在各采样点，
群众均佩戴好
口罩，
按照指引，
有序排队、
扫码、
采样，
整个过程井然有序。预计今
天全镇检测人数约 10 万人。
据统计，14 日，金湾区共派
出医护人员 1473 名，不分昼夜
奋战一线。截至当天 21 时 25
分，
金湾区已完成核酸检测采样
443693 人次。

斗门全区范围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为老年人设无智能机通道

珠海大道南一侧被铁马封闭
当天上午 10 时许，记者
驱车来到珠海大道，只见珠
海大道南方向的人行道上全
部被一排排铁马和警戒线给
封闭起来，每隔数米就有一
名执勤人员值守，而在每一
个主要出入口，更是配备多
人把守，数台特警及 120 车
辆一字排开、严阵以待。
来到将军山榕园小区出
入口，只见 6 名洪湾派出所
的警务人员站成两排把守
着。铁马上张贴着数张提醒
“各位居民，本区域发现疑似
阳性病例，根据防疫要求，
本
区域为疫情管控区（珠海大
道南），只进不出，请各位居
民配合防疫工作……”
记者现场看到，由于南
屏镇将军山榕园小区被划定
为管控区域，原来热热闹闹
的居民区如今变得非常冷
清，在铁马围起的管控区域
内，
除了个别工作人员外，
鲜
有居民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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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洲区相关部门迅速响应、
积极行动，
驰援榕园小区的
管控管理。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温笑源告诉记者，他们这次
组织了由 40 余名应急人员
组成的“精锐部队”，承担任
务主要是风险地区筛查。进
入管控区后，
将分成四组，挨
家挨户筛查，整个筛查过程
估计要花三个小时左右，而
从采集到出结果得需要 12
个小时。
“我们经常像这样接
到任务就出动，哪里有需要
就去哪里，我们的工作就是
这样子。
”
温笑源说道。
记者现场看到，许多身
穿黄色工作服来自珠海正
方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正方
集团）的工作人员也参与到
现场的工作中。据了解，根
据镇街需求，目前正方集团
共安排 40 人到该区域协助
开展管控工作。 该司支援
人员任务是在管控区内陪
同街道办工作人员进行信
息登记及上门排查工作，同

时在管控小区外围进行秩
序管控。
保障居民所需生活物资
记者采访过程中看到，
不时有运送物资的车辆进入
管控区。小区被管控后，居
民的日常生活物资如何保
障？记者就此采访了负责现
场工作的南屏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陶体伟。
陶体伟告诉记者，将军
山榕园封控的是 2 栋，其他
属于管控区，对封控区采取
的措施是足不出户，有什么
需求，由工作组来提供并派
送至家门口；管控区则每家
派出一个人到楼下去领取自
己的所需物资，他们可以通
过网购或者由周边的亲属帮
他们买了之后放在小区门口
的物品摆放区，由现场工作
人员再进行传递。

本报讯（记者吴梓昊）14 日
9 时至 21 时，
斗门区在全区范围
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全区
共设置 227 个核酸采样点，其中
井岸镇 39 个、白蕉镇 73 个、斗门
镇 28 个、乾务镇 44 个、莲洲镇
15个、
白藤街道28个。
当天上午，在斗门区井岸镇
全球通广场核酸采样点，9 条检
测通道同时开放，市民有序排队
进行核酸检测。据井岸镇朝阳社

区党委书记赵洁爱介绍，该检测
点从凌晨1时开始搭建，
多部门通
力配合，
在日出前即完成搭建。
记者在现场看到，9 条检测
通道中有一条为老年人无智能
机专用通道，
在通道入口有专门
的工作人员为老年人服务，
前来
检测的老年人仅需出示身份证
即可。此外，
这里还摆放了十几
张椅子，
供老年人坐着录入身份
证信息。

坦洲镇封控第二日

交通出行凭
“证码”
菜市场量足价稳
本 报 讯（记 者 陈 新 年）14 防疫指挥办发放的《通行证》的
日，坦洲镇迎来疫情封控第二 人员车辆。
天。记者走访了解到，所有离
封控第二天，
坦洲镇各菜市
开坦洲的交通出入口被全部封 场量足价稳。记者在金斗湾菜
锁，交通出行凭“证码”，各菜市 市场看到，
菜市场门口设有入检
场量足价稳，居民没有出现抢 通道，广大居民都主动佩戴口
购行为。
罩，
自觉亮健康码并接受体温检
当日 10 时 50 分，记者在坦 测。菜市场内，摊主林先生表
洲镇环洲南路与人民西路交接 示，
所有农副产品的供应量都很
口看到，
进入珠海方向的道路已 充足，
居民没有出现抢购现象。
被警察用铁马封锁，并立起了
在多个小区的
“钱大妈”
“四
“疫情防控，禁止通行”的提示 季生鲜”等小区蔬菜专卖店，记
牌。现场值守警察告诉记者，
他 者看到货架上的货物充足，
正在
们执行上级公安部门的命令封 “四季生鲜”挑选香菜的锦绣明
锁坦洲的所有道路出口，
并只放 珠花园居民廖先生称，
这两天除
行持有绿码、48 小时核酸检测 了蔬菜价格稍微有点涨幅，
鸡蛋
阴性结果证明以及拥有坦洲镇 以及肉类价格都跟以往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