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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宏远党总⽀第⼀、⼆⽀部
组织观看爱国主义影⽚《⻓津湖之⽔⻔桥》

瑞泰物业｜万众⼀⼼�共同抗疫

落实疫情防控�筑牢⼩区防线

与江城同进，展望未来

⼀起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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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党史学习教育总结汇报

武汉宏远党总⽀第⼀、⼆⽀部
组织观看爱国主义影⽚《⻓津湖之⽔⻔桥》

汉江宏远�刘欢

����������为进⼀步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2⽉18⽇，武汉宏远党总⽀⼀、⼆⽀
部组织开展“赓续红⾊⾎脉·牢记初⼼使命·汲取红⾊⼒量”主题党⽇活动，观看爱国主义影⽚《⻓津湖
之⽔⻔桥》，为⼤家上了开年第⼀节“党史课”。

���������《�� ⻓津湖之⽔⻔桥》以抗美援朝战争第⼆次战役中的⻓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志愿军战⼠为完
成炸毁敌⼈撤退的咽喉要道“⽔⻔桥”的任务，在极寒天⽓下三炸⽔⻔桥，却在失败中越战越勇，直⾄战
⾄最后⼀⼈。⼤家沉浸在紧张凝重的战争氛围中，被志愿军战⼠“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战
胜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的顽强精神深深打动，有些党员流下了感动的泪⽔，观影现
场成为⼀场⽣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

����������影⽚结束后，⼤家的⼼情久久不能平静，相互交流观后感，认为这是⼀次⽣动的⾰命传统教育，是
⼀次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志愿军战⼠以⾎⾁之躯挡住了帝国主义的钢铁洪流，让⼤家更加深刻的理
解了国歌中“⽤我们的⾎⾁，筑成我们新的⻓城”深重含义，纷纷表⽰要铭记历史、砥砺前⾏、发愤图
强，⽴⾜岗位本职，积极争做贡献，助⼒谱写地产公司新时代⾼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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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我们可以永远相信
武汉，相信武汉速度，在疫情反复的紧要关头，瑞泰物
业在管的各⼩区响应防疫号召，积极配合社区防疫部
署，有效筑牢社区疫情防控安全线。

尚璟瑞府⼩区

认真做好各出⼊⼝管控
����������物业服务中⼼对各出⼊⼩区的⼈员及⻋辆进⾏实
⾏扫码测温，并做好登记，守好⼩区安全防线。

加强公共区域消毒
����������对园区各⻆落、⼤堂、地下室等进⾏喷雾消毒。

社区全员核酸检测
����������接到社区全⺠核酸检测的通知，瑞泰物业⼈第⼀时
间动员分⼯协作，⾼效完成检测现场布置安排，同时瑞
泰物业⽀部党员及业主党员志愿者都积极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带头作⽤，投⾝现场秩序维护及业主帮扶⼯作中，
⼤家⾼度配合，不聚集，不拥挤，从2岁⼩朋友到90多岁
的⽼⼈，有序参与这场检测。

尚湖熙园⼩区

加强公共区域消毒
���������对园区各⻆落、⼤堂、地下室等进⾏喷雾消毒。

认真做好各出⼊⼝管控
����������物业服务中⼼对各出⼊⼩区的⼈员及⻋辆进⾏实
⾏扫码测温，并做好登记，守好⼩区安全防线。

汉北尚都⼩区

认真做好各出⼊⼝管控
����������物业服务中⼼对各出⼊⼩区的⼈员及⻋辆进⾏实
⾏扫码测温，并做好登记。
�

加强公共区域消毒
����������对园区各⻆落、⼤堂、地下室等进⾏喷雾消毒。

商写服务部

认真做好各出⼊⼝管控
����������每⼀级客⼾到访后，悦荟天地及鑫悦城的客服⼈员
对客⼾进⾏扫码、测温并登记，在客⼾离开后都会进⾏
单独的消毒。

��

���������⾯对疫情，瑞泰物业⼈从未退缩，他们坚守岗位，我
们坚信，只要我们万众⼀⼼、众志成城，就⼀定能打赢疫
情这场硬仗！

瑞泰物业｜万众⼀⼼�共同抗疫
瑞泰物业�程燕妮



����������⼯程部对⼩区内进⾏全⽅位⽆死⻆消毒，对公共
设施、垃圾投放点、快递存放柜、电梯轿厢、电梯按钮、
⼤⻔把⼿等⼈员密接处每天重点消毒。

����������尚湖熙园项⽬所有员⼯实⾏岗前测温检查，全体员
⼯⻬上阵，⽤实际⾏动践⾏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实疫情
防控⼯作，携⼿筑牢⼩区防线，为业主守护和谐健康家
园!

����������⾯对再度出现在武汉的疫情，武汉宏远瑞泰物业
管理公司尚湖熙园项⽬部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迅速开
展各项防疫⼯作，严格执⾏各项防控要求，坚持落实消
毒、扫码、测温、登记等科学防疫措施。

���������客服部每⽇通过楼栋管家朋友圈、业主微信群、园
区公告栏等多途径宣传，帮助业主识别虚假信息，宣传
科学正确的防疫知识，提⾼业主⾃我防护意识和健康
素养，引导业主⾃觉养成防疫习惯。

�����������秩序部严格管控⼩区⼤⻔，出⼊⼝实⾏24⼩时专⼈
值守，对所有进出⻋辆、⾏⼈，做到查码测温正常⽅可通
⾏，外来⼈员进⼊⼩区除查码测温外，还必须进⾏个⼈
信息登记。

����������环境部对⼩区所有垃圾⽇产⽇清，垃圾桶、电梯等
安全⻛险较⾼的地点，每天不定时多频次打扫，保持⼩
区⼲净卫⽣。

落实疫情防控�筑牢⼩区防线
汉江宏远�⻩冠群



云墅�|�百年名⻔学府�，雅遇⼀席⼈⽂墅居

����������东⽅院墅不是对中国传统⽂化形式上的拷⻉，⽽
是古代建筑⽂化在当代时代背景下的演绎。新中式院
墅，藏着东⽅建筑的⻣魂，藏着漫漫千年积淀下来的⼈
⽂特征、历史内涵，藏着朝代更迭中的审美碰撞。

����������⽽浓郁的⼈⽂沉淀，以及⽂墨书⾹的悠然远传，
则是悦荟天地·云墅为居者抒写的⽣活真谛。

⼈⽂学府

百年学府�幸会国粹院墅
�
���������望族崇尚学识、附庸⻛雅。“昔孟⺟，择邻处，⼦不
学，断机杼”，孟⺟三迁的教育⽅式亘古不变，可⻅⼀个
⼈⽂⽓息浓郁、学术氛围浓厚的⽣活圈，是多么重要。

为孩⼦树⽴国际视野
�
���������悦荟天地·云墅深谙百年⼤计，与武汉六中国际部
续写⽂化之约，⾃建武汉康礼⾼级中学。武汉康礼⾼级
中学以国际化及艺术⽅向为办学⽅向，以五育并举、培
养世界眼光、中国情怀的国之栋梁为办学宗旨。致⼒于
打造武汉领先、全国⼀流、世界闻名的⾯向未来的优质
⺠办⾼中。优渥双轨制教育资源，为孩⼦树⽴国际视
野，奠定⼈⽣坚实基础。

⼈⽂建筑

融建筑精髓�塑中式礼制

����������每⼀个种建筑⻛格的诞⽣，⽆不伴随着匠⼈对城
市的⽆限遐想与期待，新中式建筑的⽣命⼒就来源于
新与旧的彼此成全。步⼊悦荟天地·云墅，可以发现，国
匠⼤师所勾勒的当代建筑，是亲切⽽让⼈向往的，概因
懂得“古典”“正统”是其艺术⽣命⼒与精粹所在，所以
造⻔、庭、园、街、巷、院，⽽成六重礼序，将中国的礼仪
规范，微缩在这⼀园之内。

⼈⽂⼭⽔

遍寻江南�寄情⼭⽔之间

���������⽂以明志，歌以咏怀。⼏千年来，有⼭有⽔的世外
桃源，是⽆数名⼈雅⼠理想中的⽣活境界。悦荟天地·
云墅写意武汉⼭⽔，追溯⼀场⼈⽂⼭⽔设计之旅，融合
武汉最⾼居住理想，太湖⽯与涌泉相伴相⽣，展⽰了
“⼭湖江城”的⾃然⾯貌，形成了项⽬的⼭⽔⼈⽂底蕴。

⼈⽂礼制

匠筑六礼奢宅�体味世家尊荣

���������悦荟天地·云墅提取“望族”元素，以“云墅六礼”营
造⽰范区，沉淀⾃古以来的名⻔⽂化精髓，传承和延续
传统望族“六仪之礼”礼序⽂化。
���������祥云地雕：蕴藏万事顺意、安康祥和的美好祝福；

���������⿊松：象征⻓寿，保佑主⼈⾝体健康、万事顺遂；

�����������栓⻢柱：避邪镇宅的意义，素有“庄⼾⼈家的华表”
之称；

�����������⼭⽔⽔墨屏⻛：展现江城特征待客归家之道；

�����������抱⿎⽯：古代礼制建筑等级的象征，也是“⾮贵即
富”的⻔第符号。

����������⼀席云墅，把中国⼈的学识、含蓄、内敛、及对美好
的向往都融⼊了其中，是家的精神所在，也沉淀着⼀个
家族的⻛范。⼀个家族，内藏礼序与尊荣、时间与传承，
是⼀种⽇积⽉累的⼈⽂底蕴与世家荣耀。

汉江宏远�⻩崔

半步学府半步墅

����������悦荟天地·云墅,与武汉康礼⾼级中学咫尺之隔，
让孩⼦在书⾹浸润中健康成⻓，⽬送式教育不只缩短
学校教育的空间距离，更延伸了家庭教育的情感深度。

敕造真正的学府名⻔

����������悦荟天地·云墅城市院墅以⼈居最⾼形态,匹配世
家⻛范，⼊⽿之⾔唯有名流之语，俯仰之际皆为⾦阶贵
仕，让孩⼦在⽿濡⽬染中传承贵胄⼈⽂，铺就孩⼦菁英
未来。



09

与江城同进，展望未来

⼀、与江城同进，把握历史再创新绩
        2022年汉江宏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武汉江城
引来了它2022年的第⼀场⼤雪，所谓瑞雪兆丰年，在
经历过疫情考验和锻打后的江城武汉和汉江宏远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正以它不屈的精神和傲⼈的姿态重新展
现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灿烂舞台之上，回顾2021年
在地产⾏业严守房住不炒的原则之下，汉江宏远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把握房地产居住属性，稳健开发地
产项⽬，坚持保证住房供应充⾜、保证住房质量优异、
保证住房价格稳定的核⼼原则，胜利开发了悦荟天地
云墅项⽬、悦荟天地公寓项⽬及其周边教育基础与商
业综合体设施开发项⽬，完整打造集居住、⽣活、消费、
教育为⼀体的精品⼩型城市⽣态⽣活圈，向市场交出
⾃⼰优异的答卷。

⼆、与江城同进，探索新型地产模式
���������2022年注定是充满机遇与变⾰的⼀年，在这历史
发展的机遇期、窗⼝期内湖北省创新提出了“⼀体两
翼”的创新性发展格局，配合多点强化、持续发⼒、深⼊
改⾰、勇于创新的思想战略打造⽣态型、创新型华中城
市圈，规划提出武汉要在改⾰中充当创新发展的急先
锋和主⼒军，这对汉江宏远投资有限责公司在地产项
⽬选择与开发上创造了新的机遇。

����������汉江宏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直将保障住房供
应、稳定房价作为房地产项⽬的核⼼使命和企业担当，

汉江集团�李泽宇

�将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勇于开拓探索作为⾃⼰
的奋⽃理念。在保障现有住房供应稳定的前提下，积极
开发⽣态型、复合型地产项⽬，主动构筑城市花园⽣态
系统，强化住⼾居住体验，倡导低碳、环保、绿⾊的住房
环境，将节能减排、低碳经济、⽣态互补和地产开发有
机键合，为后续新型地产模式的开拓和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三、与江城同进，牢记地产党建使命
����������汉江宏远投资有限责公司牢记国有合资企业基本
属性，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作开展模式，率
先在企业内部设⽴党⽀部主导企业内部党务⼯作和党
员⽣活。汉江宏远投资有限责公司积极响应党中央提
出的党领导⼀切的核⼼理念，努⼒推进企业内部党建
⼯作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将党务办公室与业务办
公室合流，有效促进党务⼯作和业务⼯作的相互渗透、
统⼀管理。�

�����������汉江宏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党务⼯作作为⽇
常⽣产、企业决策、业务⼯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导组
成环节。企业开展党建⼯作严肃认真、党员⼲部踊跃参
加、积极参与，为推动基层党组织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
的⼀笔。

⼀起向未来

汉江宏远�李微微

����������北京2022年冬奥会（2022年2⽉4⽇--2022年2⽉20⽇），中国囊括9⾦4银2铜位居奖牌榜第三。吉
祥物冰墩墩，国宝熊猫+超能量的冰晶外壳，体现了冬季冰雪运动和现代科技的结合，我们与世界⼀
期守望相助，共创美好未来。

�����������勇于挑战⾃我、不断突破极限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动诠释，也是每⼀位中国队年轻选⼿的价
值追求。也是发展中的中国精神，当然奥林匹克不仅仅是中国的，是世界的、是全球的，在这场⽐赛、
这场国际聚会中，不仅仅是中国，我们也要看到别的国家的选⼿的精彩表现、坚毅不放弃的精神，中
国是⼀个包容、宽容的国家，中国⼈⺠是善良⽽明辨是⾮的、是不忘怀也不盲⽬的。

����������每⼀次拼搏，都是⼈⽣经验的丰富；每⼀份努⼒，都是为更精彩的⼈⽣蓄⼒。这是冬奥会的启
⽰，也是成就梦想的关键。疫情掠过，我们⽤实际⾏动向世⼈展⽰----我们⼀样优秀，我们依然在战
⽃，没有⼈可以轻易打败我们。我们终将更快、更⾼、更强也更团结。江⼭辈有⼈才出。

����������奖牌不是唯⼀，热爱可抵岁⽉漫⻓，有些⼈⽣来就是为了打破各种枷锁，创造各种不可能，古⽼
东⽅⽂明与奥林匹克精神相遇，交相辉映、光彩夺⽬。

����������⽂化兴国运兴，⽂化强⺠族强。没有⾼度的⽂化⾃信，没有⽂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族的
伟⼤复兴。

����������诗情画意总有时，强国兴国终不停。

Together�for�a�shared�Future



党史学习教育总结汇报
汉江集团�李泽宇

����������2021年，法务部党⽀部在⽔利部党组、⻓江委党
委、集团公司党委的正确领导下，顺利完成2021年各
项党建⼯作，党建⼯作圆满达标。2021年，汉江集团法
务部始终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作为全年重要的政治任
务，部⻔全员从多层次、多⻆度、全⽅位的视野深⼊学
习和领悟党史教育课题。积极加深、拓宽党史学习渠
道，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成果，现将学习教育情况汇
报如下：

⼀、学习重要讲话、加强理论武装

        2021年法务部全体成员深⼊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发表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100周年⼤会上的
讲话》、《习近平在推进南⽔北调后续⼯程⾼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坚定不移⾛⽣态优先、绿
⾊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推动⻩
河流域⽣态保护和⾼质量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等
多项重要讲话，全部⻔始终将紧跟党中央重⼤思想理
论转变，第⼀时间学习理论动向与重要讲话。将理论武
装强化作为部⻔党建⼯作的核⼼⼯作严格落实，深⼊
贯彻。做到理论学习与时俱进，将理论学习作为坚守红
⾊思想阵地的⾄⾼法宝，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百
年未有之⼤变局的今天，深⼊学习强化理论武装是认
识历史发展新局⾯的前提，是提⾼党员⾃⾝政治修养
的基础，是紧跟国家战略发展建设开展部⻔业务的基
础。

����������汉江集团作为⻓江⽔利委员会下属⽔利企业，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字治⽔⽅略，⽴⾜于新时
代⽔利企业改⾰浪潮之中，紧跟⽔利⾏业改⾰步伐，为
建设新时代新型综合⽔利企业⽽不懈努⼒。汉江集团
机关法务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利⾏业提出⽅针要
求，积极提⾼部⻔思想⽔平与政治觉悟，通过理论学习
将思想武装强化打造成为部⻔党建⼯作，尤其是党史
学习⼯作的重要⼀环，通过理论结合实践、通过理论指
导实践、通过理论对照实践、通过理论完善实践，做到
“两⼿都要抓、两⼿都要硬”，为部⻔理论建设和业务建
设达到“双⼀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开展宣讲宣传，推进党史教育

�����������2021年法务部积极开展党史宣传宣讲⼯作，先后
开展⽀部书记讲党史，⽀部学员学党史、⽀部学员讲党

史，⽀部学员学党史、⽀部学员讲党史等各项活动，做
到党史宣讲、党史宣传部⻔全覆盖、⽆死⻆。法务部要
求全体成员深⼊学习《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重⼤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等重要⽂件，讲党史学
习宣传和党史学习教育及理论政策沿⾰结合起来，做
到全部⻔站在历史中学党史，站在政策中学党史，站在
发展中学党史。

�����������部⻔于2021年组织全体成员集体参观了⼋七会
议会址，将党史学习宣传带⼊现场，并在活动之后在汉
江集团官⽹上发表宣传⽂章，充分利⽤⽹络这⼀新型
的党史宣传阵地做好党史宣讲⼯作，争当党史宣传教
育的红⾊急先锋。

三、聚焦群众烦忧，深⼊社区⽀援

         2021年汉江集团法务部积极响应党中央严控严
防疫情抬头的总战略，踊跃配合公务员机关、事业单
位、国企部⻔要积极下沉社区，为群众做好事、做实事
的服务思想。先后三次组织部⻔职⼯下沉社区、深⼊⼀
线，配合社区⼯作⼈员清理和保护社区环境，⽀援社区
⼯作⼈员做好疫情排查、联防联控⼯作，组织部⻔专业
⼈才利⽤专业技能为社区群众排忧解难。

����������在历次下沉社区活动中，部⻔成员积极主动配合
社区⼯作⼈员开展⼯作，做到“服从指挥、积极⼯作、深
⼊倾听、主动反馈”尽最⼤程度的努⼒了解社区群众的
需求，尽最⼤程度的努⼒解决社区群众的需求。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粘合剂的作⽤，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不断
通过化解难题开创⼯作新局⾯，更好满⾜群众对美好
⽣活的需要。充分发挥党员同志的尖兵作⽤，发现问题
积极解决，遇到⽆法解决的问题也努⼒的进⾏沟通汇
报，将群众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并保障群众沟通渠道
的畅通。

四、办好党⽇活动，交流思想收获

����������汉江集团法务部按照集团公司党委规定每⽉按时
开展党⽇活动、开展规定动作，2021年部⻔法务部引
导带领部⻔党员深⼊学习了《关于进⼀步深化法治央
企建设的意⻅》、《坚定不移⾛⽣态优先、绿⾊发展的现
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推动⻩河流域⽣态

保护和⾼质量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关于规范党员佩戴党员徽章有关事宜的通知》、《法治
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等多项重⼤⽂件，充分
发挥党⽇活动基础交流学习站的作⽤。

���������汉江集团法务部将办好当⽇活动作为部⻔党建⼯
作的主要环节，如果说党建⼯作是⼀栋⼤楼，那党⽇活
动的开展就好⽐⼤楼内的⼀块块砖⽯，只有将砖⽯夯
实打牢，才能保证整栋⼤楼建设的有声有⾊。为办好部
⻔党⽇活动，推进党⽇活动开展形式的探索，法务部将
党⽇活动形成专题，由党⽀部书记主持，部⻔成员轮流
开展，做到部⻔成员全体参与、全体学习，相互讨论、集
思⼴益。以不同的开展形式为部⻔党建活动注⼊新的
活⼒，并通过部⻔成员⼀线参与帮助部⻔党员从全⾯、
互动、多⻆度、多⽅位的⻆⾊深⼊理解和学习党中央、
上级党委、集团公司党委的各项理论⽂件，相互帮扶查
找不⾜、抓好整改落实、做好相互监督督促。

五、贯彻党史教育，开创历史新局
��
����������2021年法务部将党史学习教育与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六字”治⽔思路和关于推进南⽔北调后续
⼯程⾼质量发展重要讲话精神相结合。法务部全体成
员在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简史》、《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的同时结合《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

义思想是当代中国⻢克思主义、21世纪⻢克思主义》、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变在何处？》等⽂件，
回顾⽔利企业过去发展历程，⽴⾜新型⽔利发展改⾰阶
段，展望⾼⽔平⽔利企业发展未来。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部⻔法制专业相结合，从《法治
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关于进⼀步深化法治央
企建设的意⻅》等⽂件基础出发，牢牢把握当今历史发
展窗⼝期，将新局势、新理念融⼊到新业务、新进展当中
去，⽤思想拱卫业务、以业务反哺思想，为集团公司在绿
⾊⽣态构筑、绿⾊政治建设、绿⾊法制领域开拓新格局、
新思路保驾护航。

六、落实主体责任，强化组织领导

        2021年汉江集团法务部严格落实组织责任规范，部
⻔党组织建设完备，部⻔按照上级党委规定明确⽀部党
组织第⼀责任⼈，部⻔成员分⼯履职责任明确。

        2021年法务部组织部⻔成员学习了《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活的若⼲准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
把⼿”和领导班⼦监督的意⻅》，严肃组织纪律，明确了
主要负责同志职责，⽀部成员政治⽣活规范。守住⼲部
底线，把控党员红线，牢记思想不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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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途中如何做？
����������正确佩戴⼀次性医⽤⼝罩。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
⼯具，建议步⾏、骑⾏或乘坐私家⻋、班⻋上班。如必须
乘坐公共交通⼯具时，务必全程佩戴⼝罩。途中尽量避
免⽤⼿触摸⻋上物品。

⼊楼⼯作如何做？
����������进⼊办公楼前⾃觉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正常可⼊
楼⼯作，并到卫⽣间洗⼿。若体温超过37.3℃，请勿⼊
楼⼯作，并到发热⻔诊就诊，途中避免乘坐公共交通。

⼊室办公如何做？
  保持办公区环境清洁，建议每⽇通⻛3次，每次
30分钟，通⻛时注意保暖。⼈与⼈之间保持1⽶以上距
离，多⼈办公时佩戴⼝罩。保持勤洗⼿、多饮⽔，坚持在
进⻝前、如厕后按照六步法严格洗⼿。接待外来⼈员双
⽅佩戴⼝罩。

参加会议如何做？
  必须佩戴⼝罩，进⼊会议室前进⾏⼿卫⽣。开会⼈
员间隔1⽶以上。减少集中开会，控制会议时间，若天⽓
允许，保持会议室通⻛，若不允许，会议时间超过⼀⼩
时，则开窗通⻛1次，每次30分钟。会议结束后场地、家
具须进⾏消毒。茶具⽤品建议煮沸消毒。

汉江宏远�⾼倩

⻝堂进餐如何做？
  采⽤分餐进⻝，避免⼈员密集。餐厅每⽇⾄少消毒
2次，餐桌椅使⽤后进⾏消毒。餐具⽤品须⾼温消毒。操
作间保持清洁⼲燥，严禁⽣⻝和熟⻝⽤品混⽤，避免⾁
类⽣⻝。建议营养配餐，清淡适⼝。

下班路上如何做？
  洗⼿后佩戴⼀次性医⽤⼝罩外出，减少接触公共
物表⾯机会，可⽤随⾝携带的速⼲⼿消毒剂进⾏⼿卫
⽣，不参加聚会。

公务采购如何做？
  须佩戴⼝罩出⾏，避开密集⼈群。与⼈接触保持
1⽶以上距离，避免在公共场所⻓时间停留。

⼯间运动如何做？
  建议适当、适度活动，保证⾝体状况良好。避免过
度、过量运动，造成⾝体免疫能⼒下降。

公共区域如何做？
  每⽇须对⼤厅、楼道、会议室、电梯、楼梯、卫⽣间
等公共部位进⾏擦拭消毒，每个区域使⽤的保洁⽤具
要分开，避免混⽤。

医疗场所如何做？
  提前预约，减少候诊时间，戴好医⽤外科⼝罩，并
带上⼿消液或酒精消毒湿⼱，减少触摸医院物品，与其
他就诊患者保持1⽶间隔，不与其他患者同时进⼊诊
室，离开医院后⽴即规范⼿卫⽣，消毒⼿机、医保卡等。

接收信函、快递如何做？
  戴医⽤⼝罩接收信函、快递，打开外包装弃去，然
后及时洗⼿。

科学出⾏如何做？
  尽量错峰出⾏，提倡采⽤步⾏、骑⾏和私家⻋，减
少公共交通⼯具。骑⾏时应和其他⾏⼈保持适当距离，
注意⼿部卫⽣；乘坐私家⻋时增加开窗通⻛次数，如多
⼈乘坐应佩戴医⽤⼝罩，注意⼿部卫⽣，不要⽤⼿触碰
⼝、眼、⿐，到达⽬的地后及时洗⼿，定期对⻔把⼿、⻋
钥匙、⽅向盘等⼿接触频繁的部位使⽤75%酒精擦拭
消毒。乘公共坐交通⼯具时分散就座，全程佩戴⼀次性
医⽤⼝罩，保持安全距离，切记不可在⻋上吃东西，⼿
不能乱摸⻋上物品，触摸公共⽤品后不触碰眼⼝⿐。到
⻋站、机场、码头等要主动配合体温检测，避免⻓时间
逗留在候⻋⼤厅或者站台，旅途中如发现可疑症状（如
发热、⼲咳）⼈员要远离并及时报告，妥善保留旅⾏票
据信息，以备查询。

后勤⼈员如何做？
  服务⼈员、安保⼈员、清洁⼈员⼯作时须佩戴⼝
罩，并与⼈保持安全距离。⻝堂采购⼈员或供货⼈员须
佩戴⼝罩和⼀次性橡胶⼿套，避免直接⼿触⾁禽类⽣
鲜材料，摘⼿套后及时洗⼿消毒。保洁⼈员⼯作时须佩
戴⼀次性橡胶⼿套，⼯作结束后洗⼿消毒。安保⼈员须
佩戴⼝罩⼯作，并认真询问和登记外来⼈员状况，发现
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公务来访如何做？
  须佩戴⼝罩。进⼊办公楼前⾸先进⾏体温检测，并
进⾏扫码验码（健康宝、⾏程码）。⽆异常情况(发热、乏
⼒、⼲咳、嗅觉减退、味觉减退、⿐塞、流涕、咽痛、结膜
炎、肌痛、腹泻此11类症状），且体温<37.3℃，⽅可⼊楼
公⼲。

传阅⽂件如何做？
  传递纸质⽂件前后均需洗⼿，传阅⽂件时佩戴⼝
罩。

电话消毒如何做？
  建议座机电话每⽇75%酒精擦拭两次，如果使⽤
频繁可增加⾄四次。

电话消毒如何做？
  建议座机电话每⽇75%酒精擦拭两次，如果使⽤频
繁可增加⾄四次。

废弃⼝罩处理如何做？
  防疫期间，摘⼝罩前后做好⼿卫⽣，废弃⼝罩放⼊垃
圾桶内，每天两次使⽤75%酒精或含氯消毒剂对垃圾桶
进⾏消毒处理。

正确洗⼿如何做？
  正确洗⼿是预防腹泻和呼吸道感染的最有效措施之
⼀。国家CDC及WHO等权威机构均推荐⽤肥皂和清⽔
（流⽔）充分洗⼿。

六步洗⼿法：
  第⼀步:双⼿⼿⼼相互搓洗（双⼿合⼗搓五下）
  第⼆步:双⼿交叉搓洗⼿指缝（⼿⼼对⼿背，双⼿交
叉相叠，左右⼿交换各搓洗五下）
  第三步:⼿⼼对⼿⼼搓洗⼿指缝（⼿⼼相对⼗指交
错，搓洗五下）
  第四步:弯曲⼿指使关节在另⼀⼿掌⼼旋转揉搓，交
换进⾏各搓五下。
  第五步：⼀只⼿握住另⼀只⼿的⼤拇指搓洗，左右⼿
相同搓五下。
  第六步：指尖搓洗⼿⼼，左右⼿相同（指尖放于⼿⼼。
相互搓洗搓五下）。
  ⽇常⽣活中，哪些时刻需要洗⼿？
  （1）咳嗽或打喷嚏后
  （2）照护病⼈时
  （3）制备⻝品前、中、后
  （4）饭前
  （5）如厕后
�������（�� 6）⼿脏时
�������（�� 7）接触过动物后

⼝罩如何选？正确佩戴如何做？
  选择⼀：⼀次性医⽤⼝罩，连续佩戴4⼩时更换，潮湿
⽴即更换；
  选择⼆：医⽤外科⼝罩，连续佩戴4⼩时更换，潮湿⽴
即更换；
  选择三：N95医⽤防护⼝罩，连续佩戴6-8⼩时更换，
遇湿或污染随时更换；
  棉布⼝罩、海绵⼝罩均不推荐。

你知道怎样正确使⽤⼝罩吗？
���������分⾥外：颜⾊深的是外⾯，较浅的⼀⾯是⾥⾯，紧贴
⽪肤；
��������分上下：有⾦属条的部分是⼝罩的上⽅，勿戴反；
  双⽿挂系带，⿐梁塑形，向下拉伸，覆盖⼝⿐及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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