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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院远怨怨远远怨园园 交通·民政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县交通运输局全体干部职工肩负着疫情防控前沿的守门任务，
以最高的政治站位、最严的措施、最严的纪律、最严的作风，拉得出、冲得上、耐得住，忠诚担当、
履职尽责，全面精准地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各项工作。该系统先后投入干部职工 4000多人次，检
查各种营运车辆 21245辆、船舶 158艘，检查测量进出高铁站旅客、高速服务区驾乘人员体温
49234人次，组织交通志愿者参与防疫工作 121人次，制作防疫横幅、橱窗宣传板 102块，在各
类电子屏滚动宣传防疫知识 700多条次，在交通防疫微信群宣传防疫知识 500余条次，印制张
贴《给全县交通运输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和从业人员的一封信》1000份，为守好我县疫情防控的
交通大门作出交通人积极的贡献。

摄影院王克成

本报讯(通讯员 于茜 书彬)野老年人是新冠肺炎易感人
群袁我们的防控措施要细而又细尧实而又实遥 同时袁要坚定不移
地推进 耶六提工程爷 建设袁 确保疫情防控与民生提档 耶同步
走爷遥 冶2月 25日袁 县民政局主要负责人在处理好班上的事务
后袁来到县社会福利院袁翻开值班记录,检查该院 241名老人分
餐情况袁并再三叮嘱福利院院长王忠遥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袁 县民政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袁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部署要求袁
将疫情防控作为维护群众生命安全尧 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
头等大事和重大政治任务抓早抓实抓细抓牢袁 确保疫情防控
有力有序有效遥

突出防控重点遥 该局重点抓好全县公民办养老服务机构
的疫情防控工作袁实施临时封闭管理袁暂不接收新入住老人曰
严格执行重大信息上报制度和防疫信息数据日报制度袁 建立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袁内部实行分餐制袁早晚为老人检测体温
并记录袁每日二次进行室内外消毒袁在主要出入口处张贴防控
告示曰对前来探望的家属进行提醒尧劝说袁暂停探访业务袁对必

须外出的工作人员实行出入尧体温检测登记袁护理人员均吃住
在院内遥 对全县养老机构离院过尧春节后返回的 71名老人袁安
排在隔离区进行观察袁 确有必要的送至卫生防疫部门进行隔
离袁同时做好消毒尧体温测量和心理慰籍等工作袁暂停居家养
老上门服务遥

细化关键措施遥 该局实行野双值班冶制度袁每日统计民政系
统干部职工外出情况袁 对从市外回射的 4名职工进行为期 14
天的居家隔离观察袁现有 3人已正常上岗曰每天安排专人对工
作人员测量两次体温袁做好办公区域的消毒防护袁严禁有重点
疫区人员接触史尧不佩戴口罩尧体温超过 37.5度或有明显咳嗽
症状者进入办公区域曰 殡葬服务机构暂停告别仪式袁 严控守
灵尧送葬人员在 10人左右袁暂停一切祭扫活动曰婚姻登记实行
预约服务袁取消婚姻登记大厅候登服务袁暂停婚姻家庭辅导服
务和结婚颁证仪式曰通过微信群尧QQ群尧救助公众号尧LED电
子屏等阵地袁广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袁引导民政系统干部职工
正确认识疫情风险曰 印制 1万份预防新冠肺炎海报发放给各
镇渊区冤尧村渊居冤和公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张贴宣传曰购置 1.2万

只口罩尧850千克乙醇渊酒精冤和 500千克消毒液袁对接县应急
物资组上报物资保障需求袁 及时将防疫物资下发给养老机构
和局属单位曰 积极主动开展慈善募捐活动袁 将定向捐赠的
12580箱牛奶尧280桶 84消毒液尧 消毒净化器等物资第一时间
转送到县人民医院尧 县中医院和全县中小学及养老机构等防
疫一线曰开展民政系统新冠肺炎疫情爱心捐赠专项活动袁募集
防疫专项善款 7.015万元袁以实际行动支持了经济较薄弱的四
明镇和承担我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的长荡镇的特困老人
的疫情防控遥

保障服务民生遥 该局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袁推进社会救
助尧社会福利等工作进入常态化袁大救助条线资金发放按正常
程序尧时间节点落实到位曰全力做好捐赠接收服务工作袁统筹
做好殡葬服务尧婚姻登记尧流浪乞讨救助等工作袁老年护理分
院尧殡服中心尾气改造工程全面复工曰养老机构消防审验工作
全面启动袁已经县委尧县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袁分管县长专题会
办袁召开专门会议部署袁确保在今年 6月底前完成整改遥

县民政局疫情防控与民生提档“同步走”
野家里一切都很好袁我在履行我

俩的约定袁你放心地援救病人吧浴今
天上午袁 县民政局戴局长带领一班
人袁来我们家慰问了袁他夸你是民政
人的骄傲呢浴 冶2月 25日 21点多袁
县民政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科长
蔡春林袁 同远在千里之外参加江苏
援武汉医疗队的县人民医院呼吸内
科护士长陈林妹视频袁 见到离家才
6天的妻子袁他格外高兴袁妻子也很
激动袁谈了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袁言
语中充满思念之情遥
蔡春林与妻子陈林妹有什么约

定呢钥 事情还得从 2月 18日说起遥
那天晚上袁 陈林妹同蔡春林说

起了悄悄话:野现在全国上下打起疫
情防控阻击战袁今天市里下发了叶关
于组建医疗队援助湖北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通知曳袁我县要组织医务人
员参加第八批江苏援武汉医疗队遥
我作为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的副主
任医师袁 想去武汉参加疫情防控与
救治的一线工作袁我的请愿不知道能不能被批准钥 冶
蔡春林安慰说院野凭你的敬业精神和业务素质袁被选
中的可能性很大遥 不要担心袁让医院挑选吧浴 冶夫妻
俩期盼着援鄂遥

2月 19日上午袁 陈林妹急切地给蔡春林打来
电话:"我被选中了袁明天就去武汉遥你赶快做爹爹奶
奶的思想工作袁他们还为除夕的事生我们气呢浴 冶

陈林妹说公婆生气的事情是这样的院 今年除
夕袁陈林妹一天三次去医院袁向在医院过春节的病
患者嘘寒问暖袁为他们增添在家过节的感觉;蔡春
林下午去下属单位检查春节值班情况袁晚上在局里
进行安全维稳值班袁直到夜里 员员点半钟才回家遥五
岁的女儿放假在家袁全靠体弱多病尧花甲之年的父
母照看遥 父亲由于患甲状腺病才出院半个多月袁母
亲腰肌劳损发作袁二老情绪不好袁对儿媳一年忙到
头尧少做家务事很生气遥 接完电话的蔡春林立即做
父母的思想工作袁直到晚饭后袁才把父母的思想工
作做好遥

夜深了袁蔡春林与陈林妹形成约定院陈林妹愿
用性命相托袁志愿献身人类的健康事业袁在湖北前
沿阵地袁努力工作袁顽强拼搏袁决不辜负全县人民的
信任与重托曰蔡春林承诺袁如果孩子开学了袁他负责
接送袁父母一旦发病袁他像妻子一样负责照料袁让妻
子无后顾之忧战斗在援卾一线遥

20日上午 员园时整袁身着红色野战袍冶尧手持鲜
艳队旗的陈林妹袁同其他 14名野白衣战士冶在县人
民医院急诊楼前集结完毕袁 含泪挥别婆婆和丈夫袁
坐上赶往飞机场的大巴车袁火速飞赴武汉曰向妻子
挥手的蔡春林袁眼里闪着泪花袁目送妻子野出征冶袁似
乎在表示院放心吧袁我们的约定袁源于心袁践于行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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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忠 徐莉冤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袁县社会福利院及早采取防控
措施袁从严落实野三个到位冶袁切实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遥
封闭管理袁确保防控到位遥 自全省启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袁该院克服困难袁全面
落实最严格的科学防控措施袁全院实行封闭式管
理袁在院老人一律禁止外出袁杜绝外来人员探视袁
停止举办集体性活动袁全面杜绝可能的传染源进
入福利院遥
压实责任袁确保措施到位遥 该院建立本单位

疫情防控工作组袁 制定完善的疫情防控预案袁做

好口罩尧消毒水等疫情防控物资储备曰加强机构
内部卫生管理袁每天上尧下午对在院老人和工作
人员测量体温袁做好详细记录曰每天两次对食堂尧
活动室尧会议室尧卫生间尧老人房间等场所进行消
毒曰做好食品安全工作袁规范食品进货渠道袁并严
格做好食品采购尧检验等相关工作袁确保入住老
人的健康安全遥

加强教育袁确保宣传到位遥 该院强化正面宣
传引导袁利用公告尧海报尧LDE滚动屏尧微信群等
多种媒介袁深入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袁增强服务人
员和机构内入住老人的防范意识遥

县社会福利院疫情防控“三到位”

本报讯渊通讯员 卢作军冤自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以来袁 四明镇按照上级民政部门关于
叶养老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
南曳和各级政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袁扎实
做好特困供养老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遥
成立防控组织遥 该镇成立以分管民政工作的

负责人为组长袁 民政干事和各养老机构负责人为
成员的特困老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袁 把防控
区域尧防控措施尧防控要求尧防控时间尧防控责任明
确到人袁确保防控工作落到实处曰组织各养老机构
专门制定疫情防控的工作预案袁 确保疫情一旦发
生袁提供可防尧可控尧可治的工作保证遥
营造防控氛围遥 该镇在养老机构出入口醒目

处悬挂横幅袁同时张贴了防控公告袁告知院外人员

在疫情防控期间院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并在院内醒
目处张贴海报袁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曰利用喇叭每天
在院内重复播放袁 使养老机构的所有老人都能全
面了解疫情的防控知识和防控要求遥
注重防控实效遥 该镇购买温度计和红外线

测温仪袁 每天两次为老人和工作人员测量体
温曰使用 84 消毒液对公共场所尧老人宿舍尧食
堂餐厅和办公室进行消毒曰 要求老人一日三
餐袁必须饭前洗手袁方可就餐曰在院内居住的老
人全部实行分餐制袁一日三餐由工作人员分别
送到每个房间袁让老人单独就餐曰所有工作人
员从疫情防控开始袁食宿全部在敬老院曰对院
内外出的老人袁回院后全部安排在隔离处观察
14 天遥

四明镇做好特困供养老人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郑尧挺)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袁千秋敬老院全体工作人员
严格按照上级政府和主管单位疫情防控
总体要求袁对敬老院老人及时实施封闭式
管理尧分点就餐袁杜绝人员串门聚集遥
在疫情防控期间袁该院党员干部主动

担当尧冲锋在前遥 共产党员董雷克服儿子
今年面临高考尧 母亲生病住院的困难袁一
心扑在工作上曰他自购理发工具袁义务帮
助 10多位老人理发袁 坚持每天为老人测

量体温袁向老人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袁督促
他们做好自我防护遥院长王忠琴时刻关注
老人的思想动态袁耐心细致地做好老人的
思想工作袁 向他们宣传疫情防控的重要
性曰 带领全体工作人员从年初一开始袁坚
持陪同老人吃住在敬老院袁利用现有的热
水器帮助老人解决洗澡问题袁并设法安排
好老人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生活袁保证老人
吃好尧住好尧休息好遥

千秋敬老院党员干部战“疫”冲在前

2日 24日上午袁县民政局在该局福彩大楼召开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暨消防审验工
作推进会袁该局 员园园多人听取了工作部署遥

疫情防控 交通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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