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14日讯 从今
日起， 长沙市开福区278个
住宅物业小区全面实行封
闭式管理及通行证准入管
理制度，同时，宁乡市的“封
闭令” 于今晚12时前实行，
原则上每个小区只保留一
个人行通道和车辆出入口，
居民和车辆凭通行证出入。

为有效切断传染源，开
福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
月12日向全区物业服务企业
下发了《关于住宅物业小区
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的通
知》。要求各物业服务企业必
须落实封闭式管理及通行证
准入管理、 严格出租房屋管
理、 关闭人员聚集性场所等
措施。

根据封闭式管理举措，
原则上每个小区只保留一
个人行通道和车辆出入口，
其余出入口疫情防控期间
暂时关闭；物业企业应在出
入口设置检查点，所有人员
进出必须测量体温，严禁体
温超过正常值的人员进入
小区；除街道社区、有关部
门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外、限
制非本小区人员及车辆进
入住宅小区；特殊情况确需
进入的，由管理人员做好登
记备案；快递和外卖等一律
实行非接触式投放，居民实
行非接触式领取。

在疫情防控期间，同时
关闭小区内会所、 图书馆、
活动室、娱乐室等人员聚集
场所，并教育引导居住人员
不串门、不聚集，尽量不外
出，外出必须戴口罩。居民
不得在小区内聚集、 聊天、
串门、遛狗等。

■记者 张颐佳 李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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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物业小区怎么防疫？ 社区来兜底
长沙开福区一些社区将辖区内无物业小区化零为整，封闭部分路口，设置防控检查点

湖南圣维尔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与戴立忠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湖南圣维尔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与戴
立忠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在中国长沙共同
签订债权转让合同，根据双方达成的债权转
让安排，湖南圣维尔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戴立忠。湖南圣维尔医学检验所有限
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戴立忠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公 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戴立忠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湖南圣维尔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戴立忠
2020年 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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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4日讯“您
好， 麻烦您测量一下体
温，请问您是从什么地方
回到长沙？”近日，进入长
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街道
芙蓉路社区南山小区的
居民，会发现小区入口处
多了一道“关卡”。

对于像南山小区一
样的无物业开放式小区，
开福区一些街道采取了
社区兜底的防疫措施。

设置检查监控点
志愿者轮班值守

清水塘街道地处中
心城区，像南山小区一样
的无物业开放式小区较
多，随着节后返城高峰来
临，企业和商铺陆续复工
将使人员密集度陡增，管
控难度不断增大。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
第一道防线，如何让社区
的防疫工作不留死角？清
水塘街道因地制宜，在从
严从紧抓好对有物业小
区人员管控的同时，进一
步明确，辖区内所有无物
业小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由社区兜底。

各社区将辖区内无
物业小区化零为整，封闭
部分路口，每个无物业小
区仅留一个出入口。同
时，充分发动党员、楼栋
长、网格员、红袖章志愿
者组成的临时“物业公
司”， 在各个小区入口及
重点路口设置“疫情防控
检查点”， 进行细致摸排
和严密管理， 确保做到
“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在各个检查点，凡是
进入小区的居民都要进
行体温测量，登记详细家
庭信息，对经排查身体状
况正常、无密切接触史的
居民发放出入证，凭证通
行。 对于从外地返长人

员，工作人员还会详细了
解其返长之前14天的行
程， 并一一做好信息登
记。

目前，清水塘街道共
在辖区22个无物业、无保
安的开放式小区内设置
23个“疫情检查监控点”，
组织了200余名志愿者轮
班值守，全街共排查了出
租户2238户，排查到返长
人员1093人，并按“一户
一档”的要求建立了详细
台账。

地毯式扫楼
分类挂牌管理

沙坪街道板塘片区
有两个无物业的开放式
小区，15栋居民楼、1060
套房屋，因小区周边大型
企业多，小区成为企业外
来员工的租房首选，小区
内40%的居民是佳海、统
一、深国际、传化等企业外
地员工，是企业复工复产
的重要力量。

如何让本地居民安
心、外来租客安稳、企业
复工安全，沙坪街道从实
行小区管理入手，在开展
地毯式扫楼、排雷式查询
后将630户本地房、377户
出租房、53户空置房进行
分类挂牌管理，对本地户
注重宣传引导，出租户注
重防疫管理，空置房注重
日常巡查。 按照不同类
别，在每家每户门口张贴
信息牌， 将入住人员信
息、 社区负责人联系方
式、小区疫期公约等内容
同步公示。三类管理措施
的实施，一举数得，目前
街道发现并妥善处理异
常情况10余起，为社区外
防输入、内防聚集加上了
一道防线。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胡灿 郑琛琛

长沙这两个区（市）
物业小区封闭管理

本报2月14日讯 “这个香囊不仅提
神， 还有防疫功效， 我时刻戴着它。”今
天，在长沙市岳麓区雨敞坪镇卫生院内，
一名医生指着脖子上的中药香囊介绍，
他们院一线医务人员都佩戴了这样一个
香囊。 而这香囊全都是来自该镇一名村
医唐秀莲，她自掏腰包买中药，花了好几
个晚上赶制了几百个香囊。

唐秀莲是岳麓区雨敞坪镇嵇家山村
卫生室一名乡村医生， 在村卫生室连续
工作了14年。疫情发生以来，唐秀莲看到
医务人员、 乡村干部每天冲在抗击疫情
一线，有感染风险，便想到中药香囊可刺

激机体免疫系统促进抗体生成， 提高身
体抗病能力，“于是请教老中医， 获得了
针对预防病毒的配方。”

拿到配方后，唐秀莲自掏腰包购买
中药材， 白天忙着下村入户做着摸排、
监控等工作， 晚上就在家里将中药打
粉，再一针一线缝制香囊。经连续几个
晚上的制作， 她共缝制了几百个香囊，
一一送到监控对象、周边群众和社区一
线工作人员手中。“她一直以来都是一
位热心的村医。” 雨敞坪镇卫生院负责
人对此表示。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李选

长沙市岳麓区：
村医一针一线为抗“疫”人员缝中药香囊

长沙开福区清水塘街道四季花城社区，外来车辆和人员必须接受登记和测体温才能进入。
通讯员 供图

本报2月14日讯 今日， 长沙第8次
通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涉及小区或场所
情况。截至2020年2月13日24时，经流行
病学调查确认， 长沙市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涉及小区或场所新增2处,分别为：
岳麓区（1处）梅溪湖街道润芳园小区
长沙县（1处）湘龙街道丰源国际小区

■记者 李琪

新增2处！长沙确诊病例分布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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