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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西出租
上 溪 金 塘 路 5 层 2200 ㎡ 15988505888
上 溪 厂 房 4000 ㎡ 出 租 13705796879

城区出租
城 店 路 788 号 电 商 13516896836
北 苑 4 楼 5 楼 各 1530 ㎡ 13705792065

东 阳 江 北 华 店 工 业 区 新 厂 房
27000㎡可分割，杜先生 13906793916

东阳出租
版面中的房产面积均为建筑面积

义东出租
廿 三 里 饰 品 园 2000 ㎡ 13362968893

理财投资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文/摄

本报讯“‘一扫二问三查’执行
到位了吗？”“店铺消杀记录拿出来
看看。”……昨日下午，在江东街道东
洲路（青口区域），苏记老厨饭店老板
王成戴着红袖套，与社区志愿者一起
穿梭在各商铺间，监督检查辖区内市
场经营主体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9月27日上午，在社区督察中，
苏记老厨因疫情防控意识薄弱，多
次未落实顾客进店测温防疫措施，
被关停整顿。为达到警示教育效果，
让市场主体、群众体验到疫情防控
工作的不易，江东街道结合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创新工作方法，推出

“换位式”志愿服务举措，大大提升
了防疫成效。

“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
的市场主体，除了关停整顿处罚外，
我们要求店铺员工做志愿者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目的是让他们能够认识
到市场主体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承担
的重要社会责任，同时也让他们感受
到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的不易，促
使其认真履行防控职责，并带动影响
身边更多的人遵守防疫措施，大家一
起守好‘小门’，坚决阻断疫情传播。”
江东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了志愿者后，感受到防疫工
作人员、志愿者确实很辛苦，为老百
姓付出很多。”一下午的督察活动结
束后，王成已经汗流浃背。他表示，

今后一定会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
施，确保每位进店顾客都执行“一扫
二问三查”，大家一起守护这得来不
易的防控成果。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
形势，江东街道各村社组织党员、志愿
者、下沉机关干部组成督导组，以“红黄
牌”制度为抓手，常态化到辖区企业、沿

街店铺、商超、药店等重点场所，对“一扫
二问三查”等防疫举措落实情况开展巡回
督察，对出现问题的企业、店铺给予黄牌
警告，对问题重复出现或拒不整改的全
部挂红牌，予以停业整顿。截至目前，已
给予397家店铺黄牌警告，对265家店
铺挂红牌并关停整顿。

“对积极参与‘换位式’志愿服务，

并且落实好相应疫情防控整改措施的
商家，街道将及时调整对其店铺的管
理措施。”江东街道相关负责人说，下
一步，街道将持续开展疫情防控常态
化督查检查工作，压实主体责任，聚焦
重点时段和重点单位，加强日常督查
和常态化联合检查，全力做到防控工
作无遗漏、全覆盖。

江东“换位式”志愿服务提升防疫成效

▢ 全媒体记者 柳 青
通 讯 员 陆艺乐

本报讯“医生，重度狭窄
一定要放支架吗？”对于心脏血
管重度狭窄患者而言，要不要
做心脏支架植入手术是一件
让人十分纠结的事。而今，浙
大四院心血管内科引入新技
术——冠状动脉血流储备分
数（FFR）检查，能帮助医生看
清狭窄血管的血流量，更好地
选择治疗方案。

外省患者王大伯此前被查
出心脏血管75%狭窄，属于重度
狭窄，当地医生建议放入心脏支
架。但王大伯平时没有胸闷、胸
痛症状，一想到要在心血管里植
入“异物”就觉得“亏得慌”，每天
寝食难安。而不放支架，家属又
不放心。看见父亲如此忧心，王
大伯儿子在医生朋友的建议下
慕名来到浙大四院。

心血管内科主任夏淑东介
绍，近年来，冠状动脉血流储备
分数成为公认的冠脉血管功能
学评价指标。对于重度狭窄的
冠心病患者来说，如果冠状动
脉主支狭窄超 90%以上，无论

有无症状均应通过介入手术提
前干预；对于狭窄程度在50%-
90%之间且症状不典型的，推
荐使用 FFR 检测评估冠脉血
流储备。该检查让医生不用依
靠个人经验判断病人血管狭窄
程度，可以减少约 60%不必要
的介入干预，不仅能降低患者
医疗支出、缓解国家医保支出
压力，还能更好地普及冠心病
预防筛查知识。

了解到这项新技术，王大
伯毫不犹豫选择检查。结果显
示，王大伯虽然血管狭窄，但冠
脉缺血不严重，暂不需要介入
治疗，可优先选择药物治疗。

“原来我这种情况不用放支架！
那我就放心了！”听到这个结
果，王大伯一家如释重负。

浙大四院心血管内科以
介入治疗为特色，尤其擅长
冠脉介入、各类心律失常的
射频消融治疗，致力于与国
际前沿的医疗技术接轨，通过
引入和开展新技术，造福更多
冠心病患者。

重度狭窄一定要放支架？

浙大四院新技术解患者疑虑

医线传真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通 讯 员 傅 盼

本报讯“这张优待证是我
的另一张身份证，饱含着党和国
家对退役军人的关爱之情。我为
自己是一名退役军人感到骄
傲！”9月29日，退役军人陈雪标
领到了大陈镇发放的退役军人
优待证，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为扎实推进退役军人及其
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申领发放工
作，营造良好的拥军优属氛围，
大陈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联合邮
政储蓄银行组织发放第一批优
待证。在银行工作人员的耐心

讲解下,前来办理的退役军人
成功激活了优待证。

“此次大陈镇共有 500 名
退役军人领到了优待证。”大陈
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负责人介
绍，优待证相当于退役军人的
身份证明，凭该证件可享受到
相关的优待优惠。同时，优待证
本身也是一张银行卡，激活后
可以使用相关功能。”接下去，
大陈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将持续
深化拓展优待证发放工作，力
争做到“最多跑一次”的服务模
式，让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
象获得感更足，荣誉感更强，幸
福感更满。

大陈发放
首批退役军人优待证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龚璐航

本报讯 10月1日，本报二版刊
登《部分产业园区、物流园区防疫漏
洞多》，对顺丰丰泰产业园、申通快
递物流园存在的防疫问题进行了报
道。日前，记者再次前往两地进行

“回头看”，发现园区已落实整改。
在顺丰丰泰产业园，记者发现

园区的3处出入口都安排了专人值
守，并依次对进入的人员和车辆落
实“一扫二问三查”以及测温工作。
顺丰丰泰产业园物业保安队负责人
说：“为了车辆流通更顺利，我们把
工作台外移一段距离，并增加了 3
名工作人员，确保‘一扫二问三查’、
测温工作都落实到位。”

记者又来到顺丰丰泰产业园的

美食街，原先存在问题的几家商铺均
已落实了整改。其中，月晨小餐饮店负
责人已经购买了新的消毒液和测温
枪，并安排了专人负责“一扫二问三
查”和测温。在一诺小吃店内，记者看
到，消毒记录和员工健康监测记录都
进行了更新。

随后，记者来到申通快递物流园。
记者看到，入口处的值守人员增加了，

值守人员对每位入园人员都开展扫
码、测温、登记。同时，该园区内的普超
精品生活超市，由于防疫漏洞较多，目
前仍在停业整改当中。

园区增加人手 加强“小门”管控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龚璐航

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增多，疫情
防控压力随之增大。针对当前形势，
日前，市疫情防控督导组对我市部
分临街店铺的“小门”把守情况开展
督察，发现北苑街道季宅一区部分
经营户防疫意识淡薄、措施落实不
到位。

北苑街道季宅一区的黄杨梅路
两侧，聚集着大量临街店铺，督导组
随机对几家店铺进行检查，发现不

少问题。季宅一区15幢附近的母婴
店，未对进入人员“一扫二问三查”
和测温。隔壁的体彩店存在同样问
题，且该店的疫情防控包联责任牌
上的信息不完整，店内员工的每日
健康监测信息也缺失。督导组还发
现该条路上一家江西粮油店，不但
没有开展“一扫二问三查”和测温，
也没有消毒记录和消毒物资。

位于季宅一区 61 幢的购发超
市防疫措施同样落实不到位。督
导组检查发现，超市负责人扫码、

登记工作“因人而异”，隔壁邻居来
超市不扫码、不测温，陌生人才要
求扫码测温。

在中国移动易仟专营店，督导
组看到店面的 4 个大门都敞开着，
只有一个门外张贴着金华防疫码，而
且店员也未佩戴口罩。进店后，督导组
发现该店的疫情防控包联责任牌没有
按要求张贴，而是被扔在了一个角落，
也未按规定开展消毒工作。

通过此次检查，督导组发现部
分经营户的防疫意识仍较为淡薄。

督导组提醒相关经营户，临街店铺
虽然规模较小，但不能因为店小就
忽视了防疫工作，每个人都是疫情防
控的第一责任人，要积极落实好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

北苑季宅一区部分经营户防疫意识淡薄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本报讯 国庆假期期间，高
速公路实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政策。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国
庆假期首日，金华辖区高速流量
达44.38万，金华各高速出口流
量达21.79余万。高速交警预计，
杭金衢高速八车道全线开通，辖
区总流量将上升，交通事故量随
日均总流量上升也将增加。

据悉，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复杂，为严格落实省、市

“外防输入”要求，坚决守牢疫
情输入关口，我市在全域高速
口设置了疫情防控核酸检测暖
心服务点，按照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要求，需对相关车辆人员
逐一核查健康码、行程卡等。为
避免广大市民因车流增大造成
排队等待，减少交叉感染，缓解
高速口查验工作压力，义乌交
警提醒广大市民，活动范围在
义乌境内的车辆，建议不要从
高速公路通行，选择市内其他
道路通行。

交警提醒：

假期市内车辆通行
尽量不要上高速

专刊部主编 责任编辑：吴建东 电话：0579-85381116 2022年10月3日 星期一 校对：熊健兵 3

被关停店铺的员工当志愿者被关停店铺的员工当志愿者，，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参与社区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