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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穗

康”微信小程序口罩预约系统根据广大

市民意见昨天公布最新优化方案，预约

口罩将从原来的按提交预约登记的先

后次序排序先到先得，更改为在广州公

证处监督下进行随机摇号，同时线下门

店口罩预约服务也将进驻“穗康”。 在

穗人士从 2 月 15 日 22：00 起即可在穗

康小程序上进行预约登记，16 日 22：00

进行数据封存，17 日 15：00 摇号。 市新

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委托广药集

团统一提供口罩线上预约、 摇号抽签、

配送到家或到店购买服务。

预约不用再拼“网速”“手速”

全天可预约登记参与随机摇号

“穗康” 预约购买口罩微信小程序

自启用以来， 均是每天 20：00 上线，广

州居民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预约第二

天的口罩。 系统以提交预约登记的先

后次序排序，先到先得。 系统经过近半

月的运行，稳定性得到提升。 应广大市

民要求， 为了进一步兼顾公平性，“穗

康” 再次优化口罩预约规则， 从 16 日

起，将变更为在广州公证处监督下进行

随机摇号，可预约购买的口罩同样是普

通防护口罩 10 个或普通 N95 口罩 5

个。 也就是说，广州市民预约口罩不需

要再拼“网速”“手速”。

据介绍，规则变更后，在穗人士

（含

广州生活的外籍人士、港澳台同胞等）

，

可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证件每天任何

时间登录“穗康”小程序进行预约登记。

预约登记成功后， 当日起 10 天内无须

重复登记， 自动参与每天摇号。 10 天

后，如需继续参与摇号，则需重新进行

预约登记。 摇号中签者在中签即日起，

10 天内不可进行预约登记和参与摇

号，10 天后可重新登记参与。 譬如，有

市民如果 2 月 16 日完成预约登记，如

果从 17 日至 25 日她都没有中签，那么

2 月 26 日可以进行第二次预约登记，

从 2 月 27 日起继续参与下一周期的摇

号。假如她于 2 月 18 日中签，就需要到

2 月 27 日方可以再次登记，2 月 28 日

继续参加摇号。

针对年满 65 周岁的老年人， 穗康

专门给予政策倾斜，只需要预约登记一

次即可，不需要重复预约。 不会使用小

程序的老年人，可到药店门店或居委会

寻求帮助。

线下门店口罩预约将进驻“穗康”

试运行后全市近300家门店可预约

“穗康” 口罩预约的新方案带来另

一个好消息是将纳入市内线下门店的

口罩预约服务。

此前，“穗康”口罩预约主要集中在

线上，线上购买、快递到家。 线下门店

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为了避免大量人

群排队聚集，采取门店派筹、到店预约

或者二维码预约等方式进行销售。 线

下门店口罩预约进驻“穗康”后，市民将

不需要再忙于各种渠道口罩的预约，都

可以统一在“穗康”微信小程序中完成。

据悉，“穗康”的线下门店口罩预约

与线上预约新方案一样，都采取预约登

记进行随机摇号的方式。 从 15 日晚 22

点起，市民登录“穗康”微信小程序预约

口罩，将会看到“线上结算，快递到家”

和“线下结算，到店自取”两种选项，预

约时只能选其一。

若选择“线上结算，快递到家”，在

成功中签后，将会出现线上付款界面，

只需按提示完成付款即可。订单由广州

健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提供快递到家

（仅限于广州市内）

服务。 超时未支付，

订单将失效。

若选择“线下结算，到店自取”，在

预约登记时须选择具体的自取门店。在

成功中签后，中签者将会在“穗康”微信

小程序中收到中签条形码，凭该条形码

及登记的证件，按预约时间到预约门店

购买口罩，过期无效。

据介绍，“穗康”摇号新规则试运行

三天， 即 2 月 17 日-19 日。 试运行期

间，广药集团旗下健民、广州医药大药

房、广药一心堂等首批有 167 家门店可

以预约，其他未参与门店仍沿用原线下

预约的方式进行销售。 2 月 20 日进入

正式运行期后，除了首批药店外，采芝

林、大参林等连锁也会加入进来，全市

近 300 家销售口罩的门店将纳入“穗

康”预约摇号，门店原有预约方式将取

消。广药集团后续还会根据情况继续扩

大门店数量。

据了解，从 1 月 31 日到 2 月 14 日

共有超 16 万人次预约成功， 累计发出

口罩超过 120 万个。 改为随机摇号后，

为保障程序系统的稳定，首次摇号的口

罩投放量在 50 万个左右， 试运行结束

后并将逐步增加投放。

“穗康”口罩预约改为随机摇号

线下门店口罩预约将进驻，首次摇号投放50万个口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

员 廖培金）

没有口罩， 老人出不了

门买药； 小区严格管控， 买菜成难题

……昨日， 记者从广州市居家养老服

务指导中心了解到， 面对疫情， 该中

心马上启动广州市长者居家平安防疫

行动， 老人按下平安通服务， 将24小

时为用户提供紧急求助和疫情防控咨

询服务， 遇有发热、 咳嗽等疑似症状

用户的求助， 也将为用户提供咨询转

介等服务， 为困难长者提供居家基本

生活照料服务和人文关怀。

24小时提供服务

“你好， 我现在没有口罩为老伴

买药， 老伴等着用， 你们能不能帮我

想想办法……” 这是广州市平安通服

务机构接到了白云区用户陈伯的紧急

求助， 因没有口罩不能出门为其老伴

购买急需药， 急需提供服务， 请求平

安通提供帮助。 平安通工作人员考虑

到老人的迫切需求， 在确保自身安全

的条件下， 立即前往陈伯家中将口罩

送给长者， 并为陈伯家里进行了居家

清洁消毒。 “你好， 我家所住的小区

封闭管理了， 家里没菜了， 不知道怎

么办才好……” 这是平安通机构还接

到了一个来自白云区80岁长者杜伯的

求助， 获知杜伯因小区目前严格管

控， 老人家不太方便出门， 正为家里

的生鲜食材不足而犯愁。 平安通工作

人员考虑到老人出行安全， 从网上商

城购买生鲜食材， 安排派送至杜伯家

中。

广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介

绍， 面对疫情， 该中心马上启动广州

市长者居家平安防疫行动， 充分发挥

广州市平安通服务的线上线下联动优

势， 在社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24小

时为用户提供紧急求助和疫情防控咨

询服务， 遇有发热、 咳嗽等疑似症状

用户的求助， 为用户提供咨询转介等

服务， 积极为困难长者提供居家基本

生活照料服务和人文关怀。

热线电话慰藉长者

广州市平安通机构相关负责人

说， “我们通过电话详细询问长者在

疫情期间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 了解

到长者的具体需求后， 我们与政府相

关部门积极联动， 为平安通长者提供

相应服务。 特别是针对部分长者对疫

情产生的恐惧心理， 我们利用自身自

有社工师和心理咨询师等心理咨询方

面的优势， 在热线电话中主动慰藉长

者， 回应此次疫情的基本情况、 防护

要点等， 有效缓解了部分长者的焦虑

情绪。”

据悉， 广州市平安通服务机构截

至2月11日， 共推送疫情防控短信20

万条， 电话防控提醒7万人次， 处理

紧急呼援、 咨询转介服务4180人次，

为124名特殊困难长者免费送去口罩、

消毒水。

每天任何时间可预约登记。

每天 22：00 将 24 小时内预约登

记的数据封存， 超过 22：00 的预约登

记将自动转入下一次摇号名单。

次日 15：00 进行随机摇号， 当天

18:00 左右开始通知中签者。

预约登记和摇号时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穗农宣）

昨上午，广州市春耕生产现场

会在广州市增城区朱村召开， 标志着

广州市春耕生产全面启动。 广州市积

极贯彻落实中央、省的有关工作部署，

在严格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 全面开展以粮食为重点春耕生

产工作，其中，增城丝苗米种植面积13

万亩。

据悉，广州以“扩产、提质、增效”

为目标，抢抓农时，抗击疫情、春耕备

耕两手抓两手硬。 以本次春耕生产为

契机，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型

升级， 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产品品种结

构，促进农产品品质水平的提高。

战疫情抢农时 防控春耕“两不误”

广州八大举措促春耕生产出成效

八大举措 促春耕生产出成效

“平安通”24小时

在线服务长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穗

康”微信小程序口罩预约系统根据广大

市民意见昨天公布最新优化方案，预约

口罩将从原来的按提交预约登记的先

后次序排序先到先得，更改为在广州公

证处监督下进行随机摇号，同时线下门

店口罩预约服务也将进驻“穗康”。 在

穗人士从 2 月 15 日 22：00 起即可在穗

康小程序上进行预约登记，16 日 22：00

进行数据封存，17 日 15：00 摇号。 市新

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委托广药集

团统一提供口罩线上预约、 摇号抽签、

配送到家或到店购买服务。

预约不用再拼“网速”“手速”

全天可预约登记参与随机摇号

“穗康” 预约购买口罩微信小程序

自启用以来， 均是每天 20：00 上线，广

州居民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预约第二

天的口罩。 系统以提交预约登记的先

后次序排序，先到先得。 系统经过近半

月的运行，稳定性得到提升。 应广大市

民要求， 为了进一步兼顾公平性，“穗

康” 再次优化口罩预约规则， 从 16 日

起，将变更为在广州公证处监督下进行

随机摇号，可预约购买的口罩同样是普

通防护口罩 10 个或普通 N95 口罩 5

个。 也就是说，广州市民预约口罩不需

要再拼“网速”“手速”。

据介绍，规则变更后，在穗人士

（含

广州生活的外籍人士、港澳台同胞等）

，

可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证件每天任何

时间登录“穗康”小程序进行预约登记。

预约登记成功后， 当日起 10 天内无须

重复登记， 自动参与每天摇号。 10 天

后，如需继续参与摇号，则需重新进行

预约登记。 摇号中签者在中签即日起，

10 天内不可进行预约登记和参与摇

号，10 天后可重新登记参与。 譬如，有

市民如果 2 月 16 日完成预约登记，如

果从 17 日至 25 日她都没有中签，那么

2 月 26 日可以进行第二次预约登记，

从 2 月 27 日起继续参与下一周期的摇

号。假如她于 2 月 18 日中签，就需要到

2 月 27 日方可以再次登记，2 月 28 日

继续参加摇号。

针对年满 65 周岁的老年人， 穗康

专门给予政策倾斜，只需要预约登记一

次即可，不需要重复预约。 不会使用小

程序的老年人，可到药店门店或居委会

寻求帮助。

线下门店口罩预约将进驻“穗康”

试运行后全市近300家门店可预约

“穗康” 口罩预约的新方案带来另

一个好消息是将纳入市内线下门店的

口罩预约服务。

此前，“穗康”口罩预约主要集中在

线上，线上购买、快递到家。 线下门店

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为了避免大量人

群排队聚集，采取门店派筹、到店预约

或者二维码预约等方式进行销售。 线

下门店口罩预约进驻“穗康”后，市民将

不需要再忙于各种渠道口罩的预约，都

可以统一在“穗康”微信小程序中完成。

据悉，“穗康”的线下门店口罩预约

与线上预约新方案一样，都采取预约登

记进行随机摇号的方式。 从 15 日晚 22

点起，市民登录“穗康”微信小程序预约

口罩，将会看到“线上结算，快递到家”

和“线下结算，到店自取”两种选项，预

约时只能选其一。

若选择“线上结算，快递到家”，在

成功中签后，将会出现线上付款界面，

只需按提示完成付款即可。订单由广州

健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提供快递到家

（仅限于广州市内）

服务。 超时未支付，

订单将失效。

若选择“线下结算，到店自取”，在

预约登记时须选择具体的自取门店。在

成功中签后，中签者将会在“穗康”微信

小程序中收到中签条形码，凭该条形码

及登记的证件，按预约时间到预约门店

购买口罩，过期无效。

据介绍，“穗康”摇号新规则试运行

三天， 即 2 月 17 日-19 日。 试运行期

间，广药集团旗下健民、广州医药大药

房、广药一心堂等首批有 167 家门店可

以预约，其他未参与门店仍沿用原线下

预约的方式进行销售。 2 月 20 日进入

正式运行期后，除了首批药店外，采芝

林、大参林等连锁也会加入进来，全市

近 300 家销售口罩的门店将纳入“穗

康”预约摇号，门店原有预约方式将取

消。广药集团后续还会根据情况继续扩

大门店数量。

据了解，从 1 月 31 日到 2 月 14 日

共有超 16 万人次预约成功， 累计发出

口罩超过 120 万个。 改为随机摇号后，

为保障程序系统的稳定，首次摇号的口

罩投放量在 50 万个左右， 试运行结束

后并将逐步增加投放。

预约登记和摇号时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穗

康”微信小程序口罩预约系统根据广大

市民意见昨天公布最新优化方案，预约

口罩将从原来的按提交预约登记的先

后次序排序先到先得，更改为在广州公

证处监督下进行随机摇号，同时线下门

店口罩预约服务也将进驻“穗康”。 在

穗人士从 2 月 15 日 22：00 起即可在穗

康小程序上进行预约登记，16 日 22：00

进行数据封存，17 日 15：00 摇号。 市新

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委托广药集

团统一提供口罩线上预约、 摇号抽签、

配送到家或到店购买服务。

预约不用再拼“网速”“手速”

全天可预约登记参与随机摇号

“穗康” 预约购买口罩微信小程序

自启用以来， 均是每天 20：00 上线，广

州居民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预约第二

天的口罩。 系统以提交预约登记的先

后次序排序，先到先得。 系统经过近半

月的运行，稳定性得到提升。 应广大市

民要求， 为了进一步兼顾公平性，“穗

康” 再次优化口罩预约规则， 从 16 日

起，将变更为在广州公证处监督下进行

随机摇号，可预约购买的口罩同样是普

通防护口罩 10 个或普通 N95 口罩 5

个。 也就是说，广州市民预约口罩不需

要再拼“网速”“手速”。

据介绍，规则变更后，在穗人士

（含

广州生活的外籍人士、港澳台同胞等）

，

可凭身份证、护照等有效证件每天任何

时间登录“穗康”小程序进行预约登记。

预约登记成功后， 当日起 10 天内无须

重复登记， 自动参与每天摇号。 10 天

后，如需继续参与摇号，则需重新进行

预约登记。 摇号中签者在中签即日起，

10 天内不可进行预约登记和参与摇

号，10 天后可重新登记参与。 譬如，有

市民如果 2 月 16 日完成预约登记，如

果从 17 日至 25 日她都没有中签，那么

2 月 26 日可以进行第二次预约登记，

从 2 月 27 日起继续参与下一周期的摇

号。假如她于 2 月 18 日中签，就需要到

2 月 27 日方可以再次登记，2 月 28 日

继续参加摇号。

针对年满 65 周岁的老年人， 穗康

专门给予政策倾斜，只需要预约登记一

次即可，不需要重复预约。 不会使用小

程序的老年人，可到药店门店或居委会

寻求帮助。

线下门店口罩预约将进驻“穗康”

试运行后全市近300家门店可预约

“穗康” 口罩预约的新方案带来另

一个好消息是将纳入市内线下门店的

口罩预约服务。

此前，“穗康”口罩预约主要集中在

线上，线上购买、快递到家。 线下门店

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为了避免大量人

群排队聚集，采取门店派筹、到店预约

或者二维码预约等方式进行销售。 线

下门店口罩预约进驻“穗康”后，市民将

不需要再忙于各种渠道口罩的预约，都

可以统一在“穗康”微信小程序中完成。

据悉，“穗康”的线下门店口罩预约

与线上预约新方案一样，都采取预约登

记进行随机摇号的方式。 从 15 日晚 22

点起，市民登录“穗康”微信小程序预约

口罩，将会看到“线上结算，快递到家”

和“线下结算，到店自取”两种选项，预

约时只能选其一。

若选择“线上结算，快递到家”，在

成功中签后，将会出现线上付款界面，

只需按提示完成付款即可。订单由广州

健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提供快递到家

（仅限于广州市内）

服务。 超时未支付，

订单将失效。

若选择“线下结算，到店自取”，在

预约登记时须选择具体的自取门店。在

成功中签后，中签者将会在“穗康”微信

小程序中收到中签条形码，凭该条形码

及登记的证件，按预约时间到预约门店

购买口罩，过期无效。

据介绍，“穗康”摇号新规则试运行

三天， 即 2 月 17 日-19 日。 试运行期

间，广药集团旗下健民、广州医药大药

房、广药一心堂等首批有 167 家门店可

以预约，其他未参与门店仍沿用原线下

预约的方式进行销售。 2 月 20 日进入

正式运行期后，除了首批药店外，采芝

林、大参林等连锁也会加入进来，全市

近 300 家销售口罩的门店将纳入“穗

康”预约摇号，门店原有预约方式将取

消。广药集团后续还会根据情况继续扩

大门店数量。

据了解，从 1 月 31 日到 2 月 14 日

共有超 16 万人次预约成功， 累计发出

口罩超过 120 万个。 改为随机摇号后，

为保障程序系统的稳定，首次摇号的口

罩投放量在 50 万个左右， 试运行结束

后并将逐步增加投放。

八大举措 促春耕生产出成效

一是加大春耕宣传引导。 利用互联网、微信、电视、广播等平台，广泛宣传支农惠农政策，引导农业生产经营者增强

机遇意识，提高生产积极性，不误农时搞好春耕生产。

二是实施耕地“零弃耕”专项行动。 以春耕生产为契机，大力开展耕地“零弃耕”专项行动，做到应种尽种。

三是保障春耕农资需要。 督促引导种子（种苗）、肥料、农药、饲料、兽药等农资生产企业和经营店全面复工开市，加

强农资供需情况监测，引导农资企业和经销商开展“点对点”生产、配送，确保农业经营主体有农资可用。

四是开通春耕问题绿色通道热线。 春耕期间

,

在“

12345

”服务热线电话的基础上，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开设农

业生产问题绿色通道热线电话，及时受理春耕生产有关诉求。

五是加强产销对接机制建设。 发挥好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平台的辐射带动作用，培育发展一批优质生产基地，

引导当地大型批发市场、超市、农贸市场与本地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无缝对接，优先就近采购本地农产品，促进产销两

旺，激发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热情。

六是加大“米袋子”“菜篮子”财政资金扶持力度。 例如计划任务内本地生产出栏的肉猪按

50

元

/

头的标准补助，超

额完成的按

100

元

/

头的标准补助，资金补助到区。 全面实施使用生物农药和商品有机肥奖励政策，提升农产品品质。

进一步优化农业保险政策，增强农业生产经营者的信心。

七是加强农机作业服务保障。 充分发挥农机在春耕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进一步优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鼓励成

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机专业合作社，推动“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经营模式发展，首先在增城开展试点，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八是做好农业生产技术服务。 整合市内外农业科技资源，成立

30

个农业技术指导服务小分队，下沉到农业主产区

的镇村，全覆盖开展春耕技术服务。

2

月

15

日开始，

30

个小分队已陆续开始进入镇村指导。 市农业农村局由局领导分

别带队到各区进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