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
蓉冤2月 7日上午袁县委书
记唐敬来到盘湾镇检查
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准
备工作遥 他强调袁当前要
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袁坚
决阻断疫情蔓延势头基
础上袁科学统筹尧精准指
导企业复工袁努力做到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抓尧两不误遥

野口罩尧测温枪等应
急物资准备得够不够钥 冶
野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方面袁是否有问题需要相
关部门协调解决钥 冶唐敬
先后来到景中景涂装设
备尧 艾菲特环保材料尧韩
资产业园等地袁与企业负
责人详细交流袁并认真听
取该镇关于当前疫情防
控工作和企业复工复产
情况汇报遥

唐敬指出袁 当前是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袁 随着
外地人员返岗尧返工的高
潮即将来临袁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尧任务艰巨遥 各层
各级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袁全面落实上级关
于做好疫情防控的决策部
署袁坚持底线思维尧系统
思维尧精准思维袁科学统
筹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和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遥 唐敬要
求袁 要将重点人员排查和
管控作为首要任务袁 进一
步配齐人员力量尧 增补必
需物资袁 落实落细检查监
测尧隔离观察等各项举措袁
切实筑牢联防联控尧 群防
群治的严密防线遥 要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袁广泛发动基层群众袁
及时掌握重点区域返乡人
员信息袁加强跟踪随访袁精
准掌握动态袁 确保不留盲
区尧不漏一人遥 唐敬强调袁
要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
产袁 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
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二
十条政策意见袁 严格对照
野十有五达标冶 等规范要
求袁全力做好企业复产复
工各项准备曰过细摸排拟
复工企业人员信息袁完善
相关应急处置举措袁同时
深入了解企业复工存在
的困难问题袁针对性做好
指导服务袁以强烈的紧迫
感尧 使命感和担当意识袁
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安
全有序复工复产袁对冲疫
情带来的下行压力袁有力
保障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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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我是一名预备党员袁我主动要求到隔
离病房中工作浴 冶这是县医院内科医生顾凤
林的热切请求曰

野我是一名党员袁坚守战耶疫爷一线是我
们的职责所在浴 冶这是县公安局疫情防控专
班数据研判组组长尤立勇的铿锵誓言噎噎

为阻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
蔓延袁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袁县委尧县政
府置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于首位袁全面
动员尧全面出击曰2400个基层党组织堡垒巍
然矗立袁 展现出巨大的组织力曰48909名党
员干部冲锋在前袁用信仰筑起了一座座野红
色堤坝冶袁用初心映照着一面面鲜红党旗遥

县委县政府靠前指挥袁 凝聚起疫情防
控的野强大合力冶

面对疫情袁 县委政府主要领导身先士
卒尧靠前指挥袁始终战斗在新型冠状病毒防
控第一线遥

野食品价格上涨了吗钥 冶野肉类和蔬菜主
要从哪里进货钥 冶在大润发超市袁县委书记
唐敬与超市负责人沟通交流袁 详细了解进
货渠道尧物资储备等情况曰交通道口是严防
疫情野输入冶的关键袁唐敬要求值守人员做
好体温监测尧疫情筛查等工作袁筑牢疫情防
控野铜墙铁壁冶噎噎

县长吴冈玉多次到医院尧 社区等疫情
防控最前沿检查工作袁 看望慰问坚守一线
的工作人员袁 提振大家阻击疫情的信心
噎噎

县委尧 县政府对疫情防控极端重视和
沉着应对袁先后召开 10多次会议进行研究
和部署曰成立由县委书记尧县长担任野双组
长冶的全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袁规范有序尧
协调运转遥第一时间确定县人民医院尧中医
院尧振阳医院 3家医院为定点发热门诊袁组
织全员培训袁 严格规范疫情处置和医疗救
治工作流程袁4000 多名医护人员投入战
斗遥野内冶控风险袁紧盯湖北特别是武汉来射
人员袁开展逐户排查走访袁对重点人员落实
野3+1冶包保责任曰野外冶防传入袁设立兴桥尧陈
洋高速口等多个检查卡口袁每天安排足够警
力和医务人员袁对外来车辆驾乘人员全天候
开展体温测量遥 拨付 850万元专项防控经
费袁紧急采购医疗尧防控应急物资袁筹备一次
性医用口罩 4.5 万只尧测温枪 200 个袁发放
至公安卡口尧城管局尧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单
位遥 统筹安排部分医用口罩投放市场袁保障
群众防护需求袁 一项项断然有力的措施尧一
张张疫情防控网络在我县紧紧织牢遥

县纪委监委成立 4个督查组袁建立野日

督查尧日通报尧日反馈冶机制袁要求基层组织
野结硬寨尧 打硬仗冶袁 群防群控意识不断升
温曰县委组织部下发叶县直机关尧企事业单
位在职党员到社区参与联防联控工作曳的
通知袁要求各级党组织尧党员领导干部把防
控疫情斗争作为践行初心使命尧 深化运用
的考场袁在上级下拨了 25万元党费的基础
上袁配套 75 万元袁共 100 万元用于专项支
持袁阻击疫情的力量不断汇聚曰县委宣传部
牵头组成防控宣传教育组袁 坚持新闻宣传
与社会宣传一起上尧 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
一起上袁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
县融媒体中心引领作用袁组织各镇区尧各相
关部门袁持续利用横幅尧农村大喇叭尧铁骑
队等形式袁开展全方位尧高密度尧多层次尧广
覆盖的防控宣传活动袁 把党的声音和防控
知识第一时间宣传到千家万户噎噎

基层组织率先垂范袁 构筑起防控疫情
的野坚强堡垒冶

在战野疫冶中袁全县的各级党组织奋勇
争先袁战斗在第一线尧工作在最前沿袁构筑
起防控疫情的野坚强堡垒冶遥

正月初二袁全县各镇渊区冤党政领导班
子全部到班袁以当好野主心骨冶野跟我上冶的
心态袁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率先垂范作

用袁及时发现解决问题曰各村居渊社区冤党组
织书记袁 发挥常年和群众生活在一起的优
势袁以做好野排头兵冶野听我说冶的状态袁敢于
野亮相尧发声尧管事冶遥

县公安局成立 野疫情防控冶 专班党支
部袁加大对火车站尧高速公路等重要关卡
以及酒店尧餐馆等场所的排查力度袁累计
筛检乘客体温 26448人次袁巡查酒店尧餐馆
862家遥 射阳港社区共有 6 户 9 名武汉返
乡居民袁已全部在家隔离袁为了保证他们
的正常生活袁社区党支部建立野社区美好
生活群冶微信群袁及时了解需求袁帮助购置
生活必需品送到他们家中遥 组建野四人服
务组冶袁每天上尧下午登门进行体温测量袁
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组织的温暖遥 合德镇成
立疫情防控办临时党支部袁通过重温入党
誓词袁坚守抗疫的信心决心遥 支部工作人
员每天都工作 20小时左右袁真正做到发放
宣传资料不过夜袁群众有思想疑虑上门做
工作不过夜袁信息汇总上报不过夜遥

农村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地区袁基层党组
织的野战斗堡垒冶作用充分显现遥兴桥镇在镇
机关尧卫生院等野战疫冶一线成立了 5个行动
党支部袁 各临时党支部向各行业党员发出
野动员令冶袁 先后有党员 252人请战前线袁成
立党员突击队 15支袁在各村尧居主要进出口
设立走亲访友劝返点 29个袁 单日劝返群众
1000余人次尧车辆 240余台次遥 同时袁我县
依托全县 3689个党建服务网格袁 开展地毯
式管理袁使每一寸土地都有党员身影袁每一
项任务都有党员在做袁把党的政治优势尧组
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为防控斗争优势遥

渊下转二版冤

战“疫”，他们挺起坚实的脊梁
要要要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掠影

本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王国栋 刘彬

本报讯渊记者 范媛媛冤2月 6日下午袁全县疫情防控工
作调度例会在县行政中心二楼西会议室召开遥 县委书记唐
敬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他强调袁要锻造务实作风袁掯实工作举
措袁狠抓责任落实袁推动疫情防控做深做细做实遥 县委副书
记尧县长吴冈玉主持袁县委副书记张鹏程参加会议遥

在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袁唐敬指出袁目前处于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期袁全县各层各级要进一步锻造务实作风袁牢固树
立野以射阳为家冶的责任意识袁切实强化党员意识袁团结带领
人民群众袁坚定信心尧同舟共济袁科学防治尧精准施策袁不折
不扣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曰要发扬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袁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袁身先士卒尧冲锋一线袁不畏艰
难尧不辱使命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

量遥
唐敬强调袁要进一步掯实举措袁织密扎牢疫情防线袁时刻

保持战时状态袁紧盯交通卡口尧城乡社区尧复产复工企业工
地尧居民小区等重点部位袁严格检查监测所有人员和车辆袁牢
牢守住疫情防控野第一道防线冶遥 抓实抓细防控重点袁坚决落
实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治各项举措袁确保不留死角尧不留盲区曰
坚持野人员管控到位尧防护措施到位尧宣传教育到位冶袁严格落
实野十有五达标冶要求袁超前谋划尧统筹安排袁确保安全复工尧
复工安全曰认真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二十条政策意
见袁加大为企服务力度袁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遥

唐敬要求袁进一步落实责任袁成立企业复产尧项目复工
工作小组袁科学调度尧有序推进袁为企业复产尧项目复工创造

良好环境曰全力做好物资储备袁挖掘内部生产潜力尧拓展外
部来源渠道袁优先保障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者需求曰提前制
定各级各类学校复学工作预案袁 严禁线下培训机构组织开
展集中授课或其他培训辅导活动曰彻底摸排各类风险隐患袁
针对性做好重点人员管控工作袁 构筑起群防群控抵御疫情
的最严密防线遥

吴冈玉要求袁提升政治站位袁坚决扛起疫情防控重大政
治责任感袁责任再压实尧工作再做实尧措施再抓实袁全力守护
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遥 坚持问题导向袁进一步分析研究疫情
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袁强弱项尧补短板袁推动工作
取得实效遥 增强使命担当袁以更严标准尧更高要求尧更实举措
推进疫情防控工作遥

唐敬在全县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例会上强调

以务实作风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吴冈玉主持 张鹏程参加

野先靠边停一下遥 来来
来袁 先让医生测量一下体
温遥 你从哪里来的钥 最近有
没有出现发烧尧 咳嗽的症
状钥 冶2 月 4 日 14 时 10 分袁
盘湾镇南沃村村东头劝返
点袁一位开着汽车的村民正
慢速从机场路往村里行驶袁
身穿红色志愿者马甲的三
位值守老人立即上前拦住遥
在老人的身后挂着一面鲜
红的旗帜袁上面写着野南沃
村老党员志愿先锋队冶遥

随着疫情的蔓延袁南沃
村作为盘湾镇的一个大村袁
人口多袁 村民居住分散袁村
级防控工作压力不断增大遥
看着村干部们连轴转工作袁
防疫人手稍显紧张袁村里的
11名老党员主动报名袁成立
野南沃村老党员志愿先锋
队冶袁 协同村干部一起做好
劝返尧消毒尧宣传等工作遥

野张爹爹袁是我呀袁我刚
从县城买东西回来遥 我这健
健康康的袁还要查吗钥 冶虽然
这个村民是先锋队中的一
个老党员的亲属袁但在疫情
面前袁老党员张兆成还是严
守纪律袁对所有进村人员一

视同仁院野无论是谁袁进村都要查遥 冶
野出门戴口罩袁不戴口罩怎么行钥 赶紧回家拿口

罩遥 冶野现在不能聚众袁老太太的百岁生日袁你们就先
一家人自己庆祝一下就行袁别再摆席了遥 冶野你这个超
市人来人往的袁每天要定时消毒遥 冶提起这个给村民
们带来不少野麻烦冶的张兆成袁村里人都会夸赞一番遥

今年 74 岁的张兆成年轻时在本村做过多年的
村委会副主任袁对村子尧村民有着深厚的情感遥 得知
疫情消息后袁他再也坐不住了袁便联系村里其他的老
党员成立野老党员志愿先锋队冶遥

野我们家就我和老伴儿两个人袁没有什么负担袁
随叫随到遥 冶野我以前参加咱们村防非典的服务活动袁
有一定的防疫经验浴 冶野我以前在村委会干过工作袁村
里人基本都认识遥 冶噎噎在张兆成的影响下袁75 岁的
朱怀良尧72 岁的吴俊生等 员员 名老党员们踊跃报名参
加遥

虽然张兆成等老党员们摩拳擦掌袁意气奋发袁但
儿孙们仍然不放心院野老人们的身体吃不消袁 应该享
享福冶尧野疫情形势这么严峻袁 老实待在家里就好冶尧
野年纪都这么大了袁还是别去了冶噎噎野虽然我们年龄
大了袁但是我们是党员遥是党员袁就必须上袁这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遥 此刻袁我们也是战士浴 冶张兆成说遥

为了更好参与村里防疫工作袁 张兆成把老党员
志愿先锋队分成 3 支袁 分别负责消毒尧 监测重点人
群尧劝返尧宣传等防疫工作遥每天袁老党员们都要挨家
挨户宣传遥 为了增强村民的对防疫工作的认识袁他们
就用群众听得懂的乡土大白话讲道理袁 向村民们传
授防控疫情的知识遥 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袁最为累人的
还要数消毒了遥 这个工作不仅闻着难闻的消毒液味
道袁还要背着三十余斤的消毒喷雾器走村入户消毒袁
特别消耗体力袁然而老党员们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遥
野在疫情面前袁我们也是战士遥 冶张兆成的话表达出了
老党员们的心声遥

野张兆成这些老党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不怕苦
不怕累袁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袁为我
们尧特别年轻党员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标杆遥 冶该村党
委书记杨木林说袁在老党员先锋队的影响下袁南沃村
的疫情防控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袁 呵护着村民们的
平安幸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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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也
是
战
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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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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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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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袁
我县卫健系统 4000 多名医
务人员选择野逆行冶袁站在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袁身披野白色战
袍冶在发热门诊尧火车站尧高速
路口等重点场所奋战袁用实际
行动守护鹤乡百姓的健康平
安遥

淤发热门诊医务人员
正诊治病人

于医务人员深入一线
宣传防疫知识

盂医务人员对进出人
员进行体温监测

王梅 摄

致敬“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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