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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涛）根据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优化疫情防控工作二十条措施和《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有关规
定，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实际，经专家组
研判，11月 29日起，我市新增高风险区 6个，
调整为低风险区 27个。

新增高风险区6个，分别是：
小店区（4 个）：西贾社区（水木云天、书

林苑除外），西吴御龙庭小区，水木艺考培训
学校，龙城天悦 8号楼 2单元。

古交市（2个）：槐韵山庄 3号楼，西曲市
场。

调整为低风险区 27个，分别是：
小店区（22 个）：山毛北宿舍，肉联厂东

宿舍，许西北街 80号，许西村 29号院，万豪诚
品小区，康苑雅居小区，康苑雅居 18号楼 1单
元，怡园小区，保利大都汇工地，针灸研究所
宿舍，茂业天地小区，省二建宿舍，国旅宿
舍，经典家园，白云小区（3号楼 1单元除外），
山西新华印刷厂宿舍，上林轩小区 2号楼 2单
元，西吴村 12排 2号楼，保利香槟国际A座，
富力尚悦居 3号楼 2单元，龙城天悦 12号楼 1
单元，碧桂园天汇 2号楼 2单元。

杏花岭区（5个）：路景苑小区 3号楼 2单
元，馨春龙城苑D区 3号楼 2单元，幸福家园
小区 6 号楼 6 单元，蓝色晶阁小区，杏花苑 5
号楼。

萤火虽微 愿为其芒
——晋源区晋源街道抗疫一线掠影

发挥居民力量 创建“无疫社区”
——阳曲县全速全力推进“无疫社区”创建

市疫情防控办发布
第192号通告：

我市新增
高风险区6个

当前，晋源区大部分地区已经解除
了临时静默管理，居民生活也再次出现
了往日的烟火气。疫情防控期间对于晋
源区晋源街道来说充满了挑战，街道党
工委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筑
起了一道道“晋源防线”。在这胜利背
后，总有一些人，在危急时刻，闪耀着人
性的光辉。

信息员争分夺秒

他的双眼始终离不开电脑屏幕，他
的双手不停地敲击键盘，各种繁杂的
表格、数据，在他手里都处理得游刃有
余……作为一名防疫办工作人员，刘源
主要承担重点人员的核查与管控，及时
处理检疫系统传回人员的信息，负责重
点人员、每日上门核酸台账等数据的汇

总与上报。在他的电脑上，只要打开疫
情防控动态数据管理台账，入乡返乡、重
点人群、居家隔离、疫苗接种等工作的各
种数据就跃然眼前，实现了各类基础信
息的互联互通，打通了疫情防控的“毛细
血管”。

“娘子军”主动请缨

流调溯源不完成，社会面就无法清
零。突发疫情之时，李鑫、侯文青、王亚
婷、梁柯欣主动请缨，“娘子军”连续奋战
7 个昼夜，坚守流调溯源一线，为全街道
疫情防控争取了主动，赢得了时间，为核
查隔离管控提供了精准指引，确保第一
时间将流调数据上报，最大限度找出关
联人员，为疫情防控决策提供了最有力
的支持。

网格员贴心服务

社区是城市管理的细胞，而网格员
则是与群众距离最近的人。

段燕红是来自晋源街道古县城社区
的全科网格员，她是核酸信息的“采集
员”、防疫一线的“监督员”、为民服务的

“宣传员”、生活物资的“配送员”和隔离
期间的“心理辅导员”。她不分昼夜、不
厌其烦地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耐心解释，
做好心理疏导，稳控情绪，尽力减缓疫情
防控对居民带来的心理影响。

志愿者投身“疫”线

“梁书记，我是太原中铁董俊疆，我

是党员，可以参加咱们社区的志愿活
动。”当新城社区微信群发布了核酸采样
志愿者招募公告时，太原中铁轨道公司
党员董俊疆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报到，
并积极投入到志愿服务中。

上午，她在核酸采集现场维持秩序，
连续数小时不间断值守；下午，她又穿上
防护服，跟着医护人员登记核酸采集信
息，上门为封控居民做核酸检测。一天
下来，常常是口干舌燥、汗水湿透防护
服。董俊疆说：“做志愿服务真的很累，
但看到社区的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们
仍然坚守一线，苦点、累点，我也不怕。”

萤火虽微，愿为其芒，这些小小的故
事，是晋源街道无数抗疫人员的一个缩
影，就是这些平凡的身影坚守在群众身
边，共同点亮了战胜疫情的希望之光。

记者 毕晶晶 通讯员 孟凡森

市疫情防控办发布第193号通告：

近日，阳曲县委社区建设工委组织小
区党员、志愿者、居民群众共同参与，全
速全力推进“无疫社区”创建，筑牢疫情
防控“最后一米”。

党员居民冲锋在前

7时，东北街社区居民党员韩桂仙早
早就来到了小区的核酸采样现场。“早点
来看看现场，心里才踏实。”韩桂仙说作
为一名党员，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就
应该冲在最前头。在采样点现场，她从
入口走到出口，用心检查“两米线”、查看
指示牌。核酸采样结束后，她与社区工
作者们一同穿着红马甲、带着“小本本”、
拿着小喇叭，穿梭在社区的楼栋之间，对

小区居民进行防疫知识的宣传普及。在
夜里，她还在小区负责应急值守、往返人
员登记等。“大门就是社区的安全防线，
后面就是我们的家，我一定要守好这道
防线！”韩桂仙说。

公司职工作出表率

李彩虹是山西一建装饰分公司工程
科科长，也是阳曲县南坡街社区的一名
志愿者。在全员核酸检测中，她担任金
阳小区核酸点的信息采集员，认真完成
每次的信息采集工作。在采集工作开始
前，她需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采集过程
中要配合医务人员采样，负责核对采样
的信息、编码、相关数据移交及资料整理

等工作。在与群众的沟通中，她积极帮
助群众申领太原检疫码，开设学生和老
人通道，方便上网课的孩子们和老年人
的核酸检测。

基层人员摸排“扫楼”

28137步，是新安东街社区网格员安
丽春手机上一天的运动步数。连日来，
在结束上午的核酸检测工作后，她便赶
赴德和盛嘉园小区，深入楼院小区开展
防疫“扫楼”工作，逐栋逐层逐户逐人开
展人员摸排并发放防疫宣传册，按照“防
输入、防反弹、防扩散”的要求，排查各类
中高风险地区返回人员，确保不漏一户、
不漏一人。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安丽春

“扫楼”一爬就是五六层，累了就扶墙休
息一会儿，接着继续去“扫楼”。

安丽春说，用“扫楼”的方式一户一摸
排，看似是个“笨办法”，却是最有效、最保
险的排查模式。虽然工作比较繁琐，但她
丝毫不放松，她说：“为了保障居民的安
全，她必须要把这件事做得更好、更细。”

“无疫社区”创建过程中，阳曲县委社
区建设工委持续发动党员、志愿者加强一
线防疫力量，充分调动居民群众参与抗疫
的积极性，以小细节保障大安全，全面稳
固社区战“疫”主场。 记者 孙耀星

本报讯（记者 刘涛）11 月 29 日，
市疫情防控办发布第 193号通告，根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优化疫情防控工
作二十条措施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方案（第九版）》有关规定，结合当
前疫情防控工作实际，经专家组研判，
即日起我市新增高风险区 33 个，调整
为低风险区 69个。

新增高风险区 33个，分别是：
小店区（2 个）：亲海百万小区 1 号

楼 3单元，育翠苑小区 4号楼。
迎泽区（6 个）：龙鼎花园芳馨苑 2

号楼 1 单元，朝阳街怡军苑 2 号楼，绝
缘小区 8 号楼 2 单元，柴市巷 69 号楼 3
单元，青年东街青惠巷 9 号 1 号楼，公
寓路 4号行车公寓。

杏花岭区（10 个）：金刚堰路 91 号
新时代进出口公司宿舍楼，北沙河北
沿岸 5号移动器材小区，背圪洞社区机
车小区，东来龙城苑小区，坤昇小区，
东晟龙城苑小区，设计院小区，特别特
小区，丈子头物流园蔬菜交易一厅，小
沟街片区（南侧西起小沟街 10号，东至
小沟街 72号，北侧西起小沟街 3号，东
至小沟街 65号）。

尖草坪区（1个）：优山美郡 14栋 2
单元。

万柏林区（11 个）：万柏林街办百
批楼 4 单元，澳林滨河花园 9 号楼，润
景园著小区，西华苑三期南区 17号楼，

十二院城 38号楼，恒大雅苑 1号楼，奥
林匹克花园 14 号楼，奥林匹克花园 15
号楼，赞城小区 C 区 1 号楼，凯旋门小
区 1号楼，煤气化南院 5号楼。

晋源区（3 个）：天泉南小区 1 号楼
1单元，吴家堡小区 E区 5号楼 2单元，
绿地城 10号楼。

调整为低风险区 69个，分别是：
小店区（23个）：山毛宿舍，山毛小

区 2号楼 2单元，肉联厂东宿舍 1号楼，
肉联厂东宿舍 2号楼，南中环交通小区
14号楼，太航小区华联超市，南城区委
宿舍，同苑小区（15号楼 3单元除外），
狄村街 23号电机小区，锦绣名邸，中辐
院东区、西区，腾龙雅苑，汉唐长风小
区，百万庄园，大马旧村（大马东正街
一排 13 号除外），滨东花园，中正亲贤
们小区，文华苑小区，平阳景苑，明悦
小区，电建二公司宿舍，大马中路碧水
兰亭 3 号楼 1 单元，育翠苑（4 号楼除
外）。

迎泽区（10 个）：青年东街 10 号院
南巷铁路宿舍 1单元，海边街 13号，五
一路 35 号铁通公司，五龙口街传媒小
区 6号楼 3单元，五龙口街黑土巷铁路
宿舍东 3区 10号楼 1单元，庙前街 15号
地税宿舍南楼 3 单元，云路街 8 号院，
青年路 53号五中家属院 1号楼 1单元、
青年路湖滨丽景 1号楼 1单元、老军营
小区外西区 1号楼。

杏花岭区（6 个）：春怡园北区 2 号
楼 1单元，春怡园北区，春怡园东区，春
怡园解放路小区，茂园小区 16号楼，北
晨华苑 3号楼 2单元。

尖草坪区（3个）：集祥美地东A座
3 单元，龙湾写意 12 栋 1 单元，天朗美
域二期 30栋 4单元。

万柏林区（14 个）：闫家沟小区 10
号楼，漫香堤小区 1 号楼，南寒圣都 7
号楼，148小区 3号楼、6号楼、平房区，
纺织苑A区 15号楼，纺织街南一条 2号
楼，漪汾苑北区 3号楼，小米国际 F区B
座，太原科技大学世纪花园 7 号楼，下
元北一条 17 号楼，风声河村河南街平
房区，风声河村西北街平房区，嘉怡国
际丽都城小区 2号楼，南寨小区南侧平
房区。

晋源区（13 个）：贤富苑小区 32 号
楼 3 单元，晋源新城小区新 2 号楼 4 单
元，南城角社区小康路东 6 排 1 号（东
至 5 排 1 号 2 户、南至 5 排 1 号 3 户、西
至 6 排 2 号、北至 7 排 1 号），兰亭御湖
城东区 7 号楼，当代 MOMA 沿湖城 7
号楼 2 单元，万水物贸城 E 区 93 号，万
水物贸城西区 17 号商铺，万水物贸城
南内区 29 号商铺，万水物贸城西外区
13号商铺，万水物贸城一区 93号商铺，
万水物贸城 6区 77号商铺，万水物贸城
5区 38号商铺，传化公路港万水机电城
3区 12号。

我市新增高风险区33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