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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塔西塔开设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党员志愿者为接种者提供现场服务
□ 本版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通讯员 张曼佳

西塔设置
新冠疫苗临时
接种 点 。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每天十小时不停转， 近 20 天接种逾万
人，党委牵头，多方联袂，4 月 12 日和 5 月 7
日， 天河中央商务区南区先后在广州国际
金融中心 （西塔 ）和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东
塔 ） 设置了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为珠江新
城从业人员及附近居民提供立等可及的疫
苗接种服务。

日供千支疫苗满足群众需求
临时接种
点由党员志愿
者提供服务，
现场隔间私密
性做 得 很 好。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现场 有党 员志 愿 者提供 服 务 。 通讯员供 图

现场由多
家医疗机构提
供 医 疗服 务 。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接种 点 现
场有序 登 记。
通讯员供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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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设在广州国际金
融中心 M 层、 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41 层，
均超过 1000 平方米。 按照疫苗接种场所标
准， 两个临时接种点都设置了预检分诊咨
询区、预防接种登记区、等候区、接种区、留
观区、应急处置区 6 个区域，均设置了 5 个
注射窗口。 在留观区设置能量补给站，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 在处置区配备医护人员及
抢救设施设备，包括抢救药品、除颤仪等。
现场医务队伍是由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
院、 猎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
组成。 无论在珠江新城上班，还是周边社区
群众，都能方便、放心地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我觉得这里服务很好，我们公司准备
报名第二批接种名单。 ”4 月 29 日，环球都
会广场的一家企业行政人员王小姐在广州
国际金融中心疫苗临时接种点填表。 据悉，
他们公司第一批 100 名员工已在此完成接
种，准备再为 100 名员工报名。
据悉，从 4 月 12 日开始，该临时接种点
每天运转 10 小时，共提供 8 个预约时段。每
个时段用不同颜色的预约卡区分， 派发给
预约集体接种的企业。 同时，现场还会派发
临时排队卡，给有需要的过往居民。 每半小
时可接受 75~100 人的接种量， 每天能承担
逾千人的接种量。 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东
塔） 临时接种点每天最大服务量为 1500 人
次。
目前，西塔临时接种点已服务 1.3 万余
人次，东塔临时接种点已服务近 4000 人次。

党建引领解决场地等困难
“
上班没空打疫苗。 ”
“
社区医院不够疫
苗。 ”为做好广大白领的服务工作，天河中
央商务区南区联合党委在前期摸查时了解
到， 白领对接种新冠疫苗有迫切需要与现
实困难。 因此，天河中央商务区南区联合党
委第一时间与下属楼宇党组织共同策划设
置疫苗临时接种点。
场地、人员、医疗标准化建设……这些
问题迫在眉睫，如何破题？ 通过天河区卫健
局指导，猎德街道办事处协调，天河中央商

务区南区联合党委与楼宇运营管理方多方
调研决定选址。接种点要满足一方面方便楼
宇白领，一方面覆盖到周边社区群众。
“
早在 4 月初， 我们就开始摸查楼内从
业人员的接种意向，为设立临时疫苗接种点
做准备。 ”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党群服务站
负责人郑伟业介绍，
“
条件一成熟，我们马上
就协调开展场地布置、 秩序维护等工作，每
天发动党员、志愿者 20 余人参与服务，确保
大家顺利完成疫苗接种。 ”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总物业经理郑峥表
示，在开办前一周，区卫健局、南区联合党
委、广州国际金融中心物业以及医务单位都
进行了多次演练， 对排队动线进行微调，预
约方式进行优化。

“
红马甲”党员志愿者提供贴心服务
“
您好，请问有什么帮到您？”
“
请您先填
好表格，根据预约时间前来接种。 ”在现场，
红马甲”提供贴心服务。他们都是来
一个个
“
自猎德街道办、南区联合党委、下属党群服
务站、越仲怡城党委等单位的党员志愿者。
“
疫苗临时接种点开办后， 公司帮我们
报名接种，看到现场也需要志愿者，所以我
就报名了，这也是我们作为党员应该担当的
责任。 ”现场志愿者薛先生接种结束，等待
30 分钟后，又匆匆回到党员服务岗上。
该临时疫苗接种点不仅惠及楼宇白领，
还方便了周边社区居民。 目前，远洋明珠社
区居民约有 500 人在临时疫苗接种点完成
接种，大大缓解了社区医院的接种压力。

红棉领航，送你一朵
“
小红花”
目前， 接种新冠疫苗后， 穗康码会多
了一朵木棉花。 接种一针显示的是黄色木
棉花， 接种两针则是红色木棉花。
巧合的是， 木棉花不仅是广州市市花，
还是天河中央商务区南区联合党委“红棉
心语” 党群服务站的标识。 “红棉引航，
同心圆梦” 是其服务宗旨。
据悉， 本次送疫苗上楼的行动， 是猎
德街道党工委、 天河中央商务区南区联合
党委贯彻天河区“学史力行、 天河争先”
主题活动要求， 通过多方联动、 合作共建，
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扎实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一部分。 南区联
合党委秉持“交流、 服务、 凝聚、 引领”
工作理念， 成为楼宇企业和党员群众的
“
加油站” 和“
驿站”， 曾连续获评广东省、
广州市“两新” 组织党建示范点等荣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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