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宾北路拓宽改造工程动工
完工后将对接四条隧道，实现双向八车道

市公安局举行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捐款仪式

一手抓防疫 一手献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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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一把手访谈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道：5
日，复工复产后的板樟山新增隧道
项目工地热火朝天，除了隧道内的
管线施工外，又开启了隧道口连接
道路拓宽改造。城建集团项目负责
人田扬明表示，拓宽改造后的迎宾
北路将与四条隧道对接，全程实现
双向八车道。

5日上午，记者在板樟山新增隧
道项目施工现场看到，隧道内的工人
正在进行照明、机电设备安装。隧道
北出口外的迎宾北路中间的绿化带
旁边，已经放上了隔离护栏，工人们
以及挖掘机正在绿化带内移除路灯
并进行地下管线施工。

田扬明告诉记者，新增的两条
车行隧道建成后，将与既有的两条
隧道形成双向八车道的隧道体系，
现状隧道的北市政道路（隧道口与
迎宾北路交接段）车道不能与建成
的隧道通行能力匹配，需局部拓宽
市政连接道路的车道数量。

经项目部认真研究，采取收窄
中央绿化带方案，即在原绿化带的
东西两侧各拓宽出1条车道。迎宾
北路西侧拓宽段由隧道北洞口至华
发山庄，拓宽长度592.8米 ，东侧
拓宽段由隧道北洞口至柠溪路口，
拓宽长度382.8m。

据了解，为减少拓宽车道施工
对迎宾北路交通的影响，项目部与
市交警支队反复研究交通组织方
案，决定利用目前防疫期间迎宾路
交通压力相对较小的时间窗口，通
过加大设备投入缩短施工工期。其

中央绿化带拓宽施工期为3月4日至
3月31日，施工时间为上午9:30至下
午4：00，晚上10：00至次日凌晨6：
00，施工期间东西路幅各占用一条车
道。

据项目施工单位介绍，根据市政
府要求，项目部坚持疫情防控、全面复

工两手抓，一方面严格按疫情防控
方案和各级部门防控指引做好防控
知识宣传、病毒消杀和人员管理工
作，通过严格进场工人行程轨迹审
查、核酸检测等措施降低疫情风险，
一方面坚持原定2020年上半年通
车目标不变，加大劳动力、设备投

入，多方渠道解决建筑材料供应问
题，消除疫情对施工进度的影响。

截至3月4日，施工作业人员
已返岗125人，建筑材料已基本落
实，项目地下管线施工、连接道路拓
宽、隧道设备安装等关键线路工序
己全面施工，项目实现全面复工。

（上接 01 版）黄东晖是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呼吸
科主任。2003年“非典”期
间，黄东晖在广东省中医院
呼吸科一线工作，因持续收
治抢救病人，极度疲劳后不
幸被传染，病情一度危重。
正是体验了病毒的无情肆
虐，黄东晖才更懂得生命的
可贵和医者的责任。

当看到医院发出的“选
派参加援助湖北医疗队征集
报名的信息”时，黄东晖没有
犹豫，在手机里回复了这样
几个字——我先报名参加。

如今，黄东晖率医疗队
驰援武汉已经一个多月，广东
省中医院医疗团队在湖北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共管理70张
床位，截至3月2日，累计收治
患者121例，累计出院56例。

黄东晖获评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迎宾北路拓宽工程启动。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本报记者 张帆

郭文金，斗门井岸镇坭湾村党
委第一书记。大年初一开车9个小
时回到潮州饶平老家，陪老母亲吃
了一顿团圆饭；第二天返回坭湾村，
全身心投入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强保障、广宣传、大排查、严监
控、重问责，扎实高效的举措让坭湾
村疫情防控总体上平稳可控，展示
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家国情怀和责任
担当。

泪别老母亲600公里外返村

“刚开完会，部署今天的工作任
务。”3日上午9点，郭文金忙完回到
办公室。

早部署，晚总结。这是郭文金
疫情防控期间一以贯之的制度。

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简

易的折叠床。“从大年初二到现在，我
一直吃住在这里。”郭文金解释说，他
家就在附近，十几分钟的车程，但疫情
防控不允许他回家。“今年春节，只是
回了一次潮州老家，回去看望83岁的
老母亲。”

大年初一早上，郭文金开车回潮
州饶平，600多公里的路程，花了9个
小时。到家已是下午5时许，陪着老母
亲吃了一顿团圆饭。晚上看新闻，郭
文金感觉疫情形势越来越严峻，当即
决定第二天返回坭湾村。“上万人住在
村里，我是村党委第一书记，必须要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不能出现一点差错。”

大年初二一大早，郭文金返程。
看着83岁的老母亲步履蹒跚地出来，
目送着自己开车远去，眼泪一下子流
下来。“我父亲去年3月份去世了，大
哥远在外地很少回来，幸亏几个姐妹
常来照顾多病的老母亲，想起这些心
里好愧疚……”郭文金的声音有些哽
咽。

基层党员干部，非常时期常有非
常之举：舍小家顾大家，成就基层党组
织疫情防控的“主心骨”。

强保障、广宣传、大排查、严监
控、重问责。郭文金带领村两委干部
班子成员，制订扎实有效的防控措
施，把村民的生命安全健康放在第一
位，坭湾村的疫情防控总体上平稳可
控。

大排查织就严密防控网

坭湾村地域面积3.75平方公
里，全村户籍人口4327人，常住外
来人口5000多人，登记出租屋492
间、小产权房566户。

“人员构成复杂，防控压力很
大。”郭文金介绍，做好人员排查尤
其是出租屋和小产权房的排查工
作，成为能否打赢这场战“疫”的关
键和难点。

在村党委的部署下，由坭湾派
出所牵头，坭湾村连续一周时间进
行地毯式大排查。共排查出疫情重
点地区人员155人，其中已返村65
人。排查人员中累计纳入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34人，累计解除居家隔离
医学观察 34人，转送集中隔离 1
人，目前未解除。

工作有多细，防控网就会有多
密，防控效果就会有多强。

根据上级要求，结合坭湾村实
际，郭文金带领村两委班子迅速成
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制订防控方
案，广泛进行宣传，消除恐慌心理。

全村实行24小时日夜防控，郭
文金以身作则，带领工作人员进行

“两查一测一登记”（查身份、查来
向、测体温、登记信息），进行14天
轨迹核查以及“斗门健康码”查验。

在郭文金的带动下，坭湾村党
委实行党员包户制度。124名党员
取消休假，“值班站岗”；参照党员联
系群众“十户联保”的做法，每名党
员联系10户左右群众，建立党员责
任区，责任到人，成效明显。

重问责也是坭湾村党委的重要
防控举措。郭文金表示，不服从疫
情防控工作安排的，将被从严问责
或被处理。

全村无宴席，娱乐场所全部关
闭，自觉不出门或少出门，外来人员
一清二楚……坭湾村疫情防控取得
了良好效果。

斗门坭湾村党委第一书记郭文金

泪别老母亲 保万名村民安康

□本报记者 廖明山 佘映薇

连日来，板樟山新增隧道项目、
香海大桥项目、横琴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等我市各重点建设工程项目逐
步“苏醒”，建设工地再度奏响城市
建设的激昂乐章。

“我们始终按照市新冠肺炎防控
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确保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为在建房
屋市政工程全面复工复产‘保驾护
航’。”3月5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
长方小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了解，为全力支持房屋市政
工程复工复产，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从简化办事流程、协调防控物资、
引导工人返岗、保障材料供应、实
施信用激励等多个方面出台了支

持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十二项措施。
与此同时，为抓实抓细房屋市政在建
工地的疫情防控工作，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局制定了《建筑
工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指
引（第二版）》，指导企业充分做好复
工前准备工作，复工后落实各项科学
防控措施。

为更好地服务建筑企业复工复
产，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充分发挥党员
干部对口联系服务企业作用，组织成
立了10个工作队深入企业、在建项目
协助解决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指导其在科学防控的同时安全有
序复工。

“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企业用
工、建筑原材料供应及运输问题是建
筑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为此我们针
对具体问题主动谋划解决方案，为企
业复工按下‘快进键’。”方小勇表示。

为破解本地建筑企业“用工”之
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为有需求的复

工企业定制运输服务，开通复工专
车，严格执行“点对点”一站式服务
保障工人安全返岗。据悉，2月26
日至3月1日，13辆“复工专车”将
300多名湖南、重庆、四川籍建筑工
人顺利接回珠海，有效缓解用工紧
张的问题。此外，各区住建部门还
分别制定了给予企业返岗补贴、购
买新冠肺炎保险、免费健康筛查等
优惠政策引导工人返岗复工。

建筑原材料供应不足、运输周
期长，是项目复工面临的紧迫问
题。“针对特殊时期建筑原材料供应
问题，我市专门成立了珠海市重点
项目复工复产原材料保障专责组，
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牵头，通过摸清原材料需
求底数，预判可能出现的短缺问题，
主动谋划解决方案，统筹协调各部
门解决。”方小勇介绍，目前全市27
家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复工率达
100%，复产率达96%，预计3月下

旬可全面恢复正常生产。
此外，针对砂石和预拌混凝土

运输问题，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一方
面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码头、堆场
等设施需求研究提出合法合规的解
决措施，减少运距和运转周期；另一
方面要求行业协会完善货运车辆的
管理，协调简化运输审批手续。以
市妇幼保健院将军山医院、中大五
院凤凰山病区定点收治医院为例，
为保障两个收治医院的建设物资通
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向市新冠肺
炎防控指挥部申请授权，由该局出
具疫情防控应急物资的通行证明，
确保建设物资及时运输到位。

记者了解到，截至3月4日，全
市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已复工近800
个，复工率达67.2%，返岗建筑从业
人员数已超5万人。其中，大中型
项目复工率达到75.1%，预计3月
中旬前全市建筑工地将100%复工
复产。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方小勇：

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全面复工“保驾护航”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记者
从市水务局获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市水务局切实加强饮用水源
地安全监管，启动联防联控应急管理
机制，保障珠澳供水安全、充足。

饮用水源地的安全关系到所有
人的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疫情防
控期间，市水务局全面落实水利重
点民生领域保障。市水务局、市水

库管理中心联手建立信息共享和工作
协调机制，加强巡逻检查，保障饮用水
源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秩序。

连日来，执法人员搭乘冲锋舟巡
查水边，徒步沿山路开展水库周边环
境巡查。检查发现，石溪公园及香山
湖公园之间的山上，常有闲散的游人
爬山、聚集，甚至偷偷靠近大镜山水库
水边范围活动。这些人大多不戴口

罩，来源情况不明，存在防控风险。
一些自称驴友的人，还携带帐篷、吊
床，甚至炊具及生鲜食物上山。

为切实保护饮用水源，防止森
林火警，检查人员对上述违规“驴
友”进行水源保护政策宣传，并逐一
劝离。

连日来，市水库管理中心及执
法人员进一步加强大镜山水库大坝

安全管理和水源地保护工作，紧盯
库区安全，强化巡库查险工作，发现
问题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理。下一阶
段，市水库管理中心将进一步完善
水库安全管理机制，加强库区日常
巡查检查，同时，加强饮用水水源地
规范化建设，按规范设置界标和警
示标志等，强化风险防控和应急防
护措施，确保珠澳供水安全。

市水务局加强饮用水水源地安全监管

联防联控确保珠澳供水安全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吴梓昊报
道：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3月5日
上午，市公安局举行支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捐款仪式，副市长、市公
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张锐带头捐款。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市公安局
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
决策部署，始终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警动员，昼夜
奋战，不畏艰险，战斗在前，落实落细
各项防控工作措施，与广大医务人
员、基层干部群众和社区工作者携手
共筑阻击疫情的铜墙铁壁。

为组织好此次捐款，市公安局
党委第一时间发出自愿捐款号召，
全市公安机关党员民警辅警踊跃捐
款，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战斗在疫情
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基层干部群
众和社区工作者的坚定支持。

参加捐款的党员民警纷纷表
示，要按照上级机关的决策部署，充
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坚守工
作岗位，认真履职尽责，扎实做好防
风险、护安全、战疫情、保稳定各项
工作，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 记者刘联报道：3月5日
记者从珠海市卫生健康局获悉，3月5
日 9时 14分，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公
布，珠海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确诊病例。

截至3月4日24时，我市累计确

诊病例98例，累计死亡病例1例，
累计治愈出院83例，现有在院病
例14例。当日报告疑似病例0例，
排除0例，现有疑似病例0例。现
有7名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医学
观察。

珠海3月4日无新增病例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记者3月
5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3
月4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
诊病例139例，新增死亡病例31例
（湖北31例），新增疑似病例143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189
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6584人，重症病例减少464例。

截至3月4日24时，据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5352例
（其中重症病例 5952 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52045例，累计死亡病例
3012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409
例，现有疑似病例522例。累计追踪
到密切接触者669025人，尚在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2870人。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34例（武汉

131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923例
（武汉1426例），新增死亡病例31例
（武汉23例），现有确诊病例24085例
（武汉21050例），其中重症病例5788
例（武汉5342例）。累计治愈出院病
例40479例（武汉26316例），累计死
亡病例2902例（武汉2305例），累计
确诊病例67466例（武汉49671例）。
新增疑似病例67例（武汉61例），现
有疑似病例315例（武汉247例）。

3月4日0-24时，新增报告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2例（浙江 2 例）。
截至3月4日24时，累计报告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20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
病例156例：香港特别行政区104例
（出院43例，死亡2例），澳门特别行
政区10例（出院9例），台湾地区42
例（出院12例，死亡1例）。

3月4日新增确诊病例139例
国家卫健委：累计治愈出院病例52045例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道：全面
复工的鹤港高速项目3日传来喜讯，
由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
鹤港高速先行标项目完成了复工后
的首片箱梁架设，标志着项目全面吹
响复工复产“冲锋号”。

鹤港高速是斗门鹤洲至高栏港
高速的公路工程，全长约35公里。
工程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工程起于
斗门区白蕉镇八围，止于大林镇机场
高速公路，长18.46公里。二期工程
起于金湾区大林镇，止于高栏港高速

公路，长16.48公里。
鹤港高速项目已进入全面施工

阶段，一期工程已基本完成桥梁下部
结构施工，当前开始进行桥梁上部结
构的现浇梁、预制梁施工。

自2月19日复工以来，鹤港高
速项目全线8个标段已全部安全有
序复工复产，累计返岗人数达1600
人，返岗率近60%。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的鹤港先行标项目属于一期工程，该
标段主要是建设连接洪鹤大桥、江珠
高速和鹤港高速的首个互通枢纽，截
至春节前完成项目工程总投资的
94.65%。该标段目前重点机械和工
装设备已全部到场，项目部表示将做
好后续施工，确保目标顺利完成。

完成复工后的首片箱梁架设

鹤港高速项目
吹响复工复产“冲锋号”

复工复产

鹤港高
速复工后首
片箱梁架设
完成。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