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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储
翔 王淼)2月 12日，副省长李建中来
岳西督导疫情防控工作，代表省政府
对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亲切慰
问。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定明，省文化
和旅游厅副厅长周明洁，市委常委、
县委书记周东明，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公安局长黄杰，县领导江春
生、江峰、董伟、许洪斌、齐中华等
参加。

李建中一行首先来到岳西县城高
速出口疫情防控卡点，与值班值守医
务人员、警务人员亲切交谈，叮嘱他
们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要做好

自身的防护工作。在得知卡点是24小
时值班时，李建中嘱咐他们要做好夜
间值班的防寒保暖工作。

“在这里你们只需要安心待足14
天，把身体养好，回家再去做好生
产。”李建中在岳西县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与被隔离人员隔空交流。在观
察点，李建中详细了解了被隔离人员
的生活起居、饮食情况和健康监测状
况，并听取隔离点工作情况汇报。李
建中指出，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一定
要按照规程做好防护工作;要做好被
隔离人员的心理疏导工作，为他们提
供舒适的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安心静

养，平安度过医学观察期;要做好老弱
幼残人员的服务工作，让他们切实感
受到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

随后，李建中还慰问了天堂镇石
桥村疫情防控卡点的工作人员，他指
出，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让党旗飘扬在疫情防控的第一
线。

最后，李建中来到白帽镇朱铺村
318国道皖鄂省界疫情防控检查点，详
细了解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看望
慰问疫情卡点执勤值守人员。岳西毗
邻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两地人口流
动情况突出，在省际各条道路交界处

设立检查卡点，对通行车辆和人员进
行严密排查检测，是我县疫情防控工
作外防输入的重要措施。李建中强
调，省界疫情防控检查点是阻断疫情
输入的第一道防线，地理位置十分特
殊，防控责任十分重大，一定要在思
想上保持高度警惕，严格按照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坚持属地管理、区域协
同、部门联动，进一步强化排查管控
措施，规范检测流程，严防死守、严
把关口，切实做好出入车辆、人员的
排查检测工作，务必做到逢车必查、
逢人必检，筑牢坚固防线，坚决阻断
疫情输入风险。

李建中来岳西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加大管控力度 筑牢坚固防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

淼 储翔)2 月 13 日晚，市委常委、
县委书记周东明主持召开县委常委
会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2月12日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省市卫健
会议、副省长李建中在岳西督导疫
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及市“五个清
仓见底”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县
贯彻落实意见。会议研究决定成立
岳西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五个清
仓见底”工作领导小组。

会议指出，领导小组要每天定
期调度、分析研判情况，研究交办
事项，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和主管
部门责任，加大落实“五个清仓见
底”督查检查力度。

会议要求，要坚决落实好“三

清零、三到位”，发挥好联防联控
机制，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主
管部门责任，实行条块结合，切实
为基层减负，确保乡村的主体力量
落实在防控第一线;“清仓见底”工
作要立即复查摸清底数，确保一名
县级领导包保到位、各级一把手亲
自抓到底，一个专班负责统计，每
个网格包保责任到人，每天分析研
判要精准，实现“密切接触者、发
热病人、留观和隔离医学观察者、
三返人员和流动人员”等五类人员
的清仓见底，不留一颗疫情“种
子”。

会议指出，要在确保疫情防控
得力的前提下，紧抓生产经营不放
松。要以“春耕生产不集聚，项目
建设要谋划，商贸经营从严管，工
业复工要有序”的原则，确保疫情
防控、发展生产两手抓、两不误。

周东明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
淼)2月 17日，县长江春生先后主持
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和县政府第六
十二次常务会议。

县政府党组会议和政府常务会
议分别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讲话精神，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会议、2月14日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精
神，安徽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意见》 的精神。
省、市卫健会议、副省长李建中来
岳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及市

“五个清仓见底”视频会议精神。
政府常务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中

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
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统筹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的意见》精神；
听取关于成立岳西县脱贫攻坚普查
领导小组等有关情况、中石化对口支

援岳西县2020年度项目计划等有关
情况的汇报。会议研究《岳西县贯
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任务的意见的通知》。

会议指出，要强化政治站位，
强化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发展，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
支持和分类组织各类企业和建设项
目复工复产。要强化领导责任，落
实好县干牵头责任和部门主体责
任，既抓防控又抓生产;要加快项目
建设推进力度，分类指导好在建项
目、新开工项目和需谋划项目的各
类举措。要强化经济运行的调度，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坚持一项目一
调度，一月一整体调度。要强化政
策研究，分析研判好疫情对我县经
济社会发展影响，抢抓国家政策机
遇认真谋划疫情后我县经济社会发
展策略;要强化督查，紧盯重点项
目，重点工作，指标完成，时效进
度，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
务的目标完成。

县政府第六十二次常务会议召开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

淼)2月 16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周
东明采取明查和暗访的方式，先后到
黄尾镇和响肠镇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
作。周东明强调，要持续发力、毫不
懈怠地把五个“清仓见底”“三清零、
三到位”的硬举措落实到位。

在黄尾镇，周东明一行直奔岳西县
与霍山县磨子潭镇交界路障卡口，了解
镇村检查站点工作情况。周东明强调，
要把县界通行道路管制防控措施落实
到位，进一步摸排涉湖北计划返乡人员
底数。

在响肠镇响肠村，周东明一行实
地了解居家隔离情况。他指出，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
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

治引领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落
实联防联控举措，把疫情防控工作成
效巩固好。要按照“防输入、防输
出、防扩散”工作要求及属地管理原
则，进一步做好疫情排查，结合清仓
见底筛查工作，做到“当日查、当日
清”，把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好、思想情
绪疏导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又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储翔)2
月17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周东明到
石关乡督导疫情防控工作，调研基层卫
生院建设，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奋战
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基层医护人员致敬。

周东明一行来到石关乡石关村卫
生室，详细了解五个“清仓见底”“三
清零、三到位”的举措落实情况。他

指出，要充分发挥好基层卫生院(室)的
服务作用，落实联防联控举措，把我
县疫情防控工作成效巩固好；要进一
步加强对外地人员和返乡人员的摸底
排查，把宣传工作做细做实，对“三返人
员”要包保到底，严格按照规定流程进
行居家隔离，切实做到外防输入。

在石关乡卫生院，周东明详细了解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以及存在的困难和
难题。周东明指出，要抢抓机遇，在疫情
结束后积极争取支持，提升乡镇卫生院
设施建设、医疗技术，加强人员配置。要
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加大
改革力度，不断完善医疗卫生相关体制
机制。

又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储翔)2
月 17日，市委常委、县委书记周东明

到毛尖山乡督导疫情防控工作。副县
长刘亚维陪同。

周东明首先到 105国道板舍村县
界路障卡口，详细了解乡村检查站点
工作情况。周东明嘱咐，要注意方式
方法，通过电话、短信、小喇叭等方
法，将政策宣传到位，扎紧外防输入
的第一道防线。

在毛尖山乡卫生院，周东明对坚
守岗位的一线医护人员表示亲切慰
问，并听取该院负责人关于疫情防控
工作汇报，就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要求。周东明还与前来卫生院办
理外出证明的村民交谈，详细了解去
向及事由。得知该村民是去黄山务工
人员，周东明嘱咐他在外出返工的同
时要做好自我防护工作。

周东明到乡镇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
淼)2月 18日，县长江春生主持召开会
议，调度“岳西中学、县委党校ppp项
目”、汤池中学校园扩建工程、王岭水
电站改扩建工程建设推进工作。县领
导查盛生、董伟、王文森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各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的汇报，并就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进行研究解决和交办落
实。

江春生指出，两校ppp项目和王
岭水电站改扩建工程来之不易，因疫
情防控影响，工程建设进展不快，现在
要全面落实好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

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统筹推进经济
社会发展各项任务的精神要求，按照

“工作目标清单、问题负面清单、细化
量化措施”的思路，明确好各重点工程
的进展目标，能复工的尽快复工，不能
复工的要梳理出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着手前期准备工作。切实将各方力量
集中到项目建设上来，配备好一项目
一专班力量，形成合力、加强沟通、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解决难题。统筹好
县干牵头，部门、乡镇协调配合，施工
建设方的工作力量推进项目形象进
度，坚持周调度、月通报，确保项目建
设顺利推进。

我县调度推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储
翔)2月 18日，县长江春生现场调度安
置区建设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程谦，县委常委、县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书记何斌参加调度。

江春生一行先后深入到县经济
开发区东风安置区、大屋-心安安置
区、岳菖路安置区、映山红大道安
置区、学前路安置区、中洲北路安
置区，实地了解安置区征地拆迁、
规划设计等工作情况，听取了各有
关部门对安置区建设工作的相关情

况汇报，就当前安置区建设工作中
急需解决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提出
具体指导意见。

江春生指出，安置区建设是重点
民生工程，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对
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加快城市建设步
伐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协同配
合，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和任务要求抓
好落实。要做好科学规划、规范设计
和征地拆迁工作，全力以赴确保安置
区建设工作顺利有序推进。

江春生现场调度安置区建设时指出

压实责任 推进项目建设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传
攀 陈庆鹏)“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2月 14日，随着
铿锵有力的誓言响起，岳西县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临时党支部正式成立，
这也是县直工委在疫情防控期间正式
批复成立的第一个临时党支部。

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2月6日，
岳西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研究决定，临时征用距离岳西县城5
公里的一家酒店作为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从县直相关部门及县中医院抽
调党员、骨干力量集中办公，开展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工作。

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下设办公
室和防控消毒、健康观察、信息联
络、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5个工作
组，共有党员23名。为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全力做好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对象的服务保障，收到集中隔
离医院观察点的报告后，县直工委立
即研究并同意成立临时党支部。

真心呵护 守护身心健康

石某是一名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者，有哮喘病史，到隔离观察点时忘
记带常用的治疗药物。“石某年事已
高，记不清以前吃的药的具体名称。”

临时党支部委员王月红得知情况后，
接连打了十来个电话，最后联系其所
在村的村医，专门到其家中寻找以前
吃的药盒后，再委托同事到药房购买
并送到隔离点。王月红的暖心行动感
动着每名观察者的心，他们在观察点
享受着更加安全的保障。

王月红是防控消毒组和健康观察
组组长，带领16名医护人员一直忙碌
在防疫一线。她主要负责做好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的防控消毒和隔离对象
的健康观察工作，并及时引导身体不
适对象合理就医。截至目前，该隔离
点累计接收隔离医学观察对象59人，
已解除隔离医学观察35人。

“我们中医院接到县指挥部命令
后，院党总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组
成了由党员、业务骨干组成的医疗队
伍，第一时间进驻观察点开展工作。”
王月红介绍说，“在观察点所有医务人
员都发扬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精
神，为隔离对象提供医学服务.截止目
前，所有观察对象身体和心理都非常
平稳，均未出现新冠肺炎的相关症
状。”王月红介绍。

真心服务 生活保障有序

临时党支部党员汪辉是后勤保障
组成员，每天为隔离对象和所有工作

人员的生活而奔波着。
每餐吃什么?防护物资还剩多少?

生活物资还够不够?他始终在操心着许
多琐碎的问题。“接到抽调通知后，没
有多想什么，作为一名党员和军转干
部，坚决服从命令。”汪辉告诉记者。

刚到观察点时，因时间紧、任务
重，所需要调取或购买的物资实在太
多，汪辉没有叫苦和退缩。忙不过来
时，他打电话叫家人和朋友帮忙到县
城购买，放到指定位置，自己开着借
来的小货车来回运输。“回想刚开始一
天，确实不容易，好多商店都没有开
门，只能到处电话联系，想尽一切办
法去完成。”汪辉说道。

后勤保障组细心的为所有房间统
一配备毛巾、牙膏、牙刷、消毒液、
吸水拖把、抹布等必须生活用品，每
餐变着花样为隔离观察对象调剂伙
食，得到了所有人员的称赞。

“我们的工作就是保障观察对象、
医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生活物资、
防护物资、办公器材等，让他们安心接
受观察、顺利开展工作。”汪辉说道。

真心坚守 筑牢安全防线

2月 15日，受寒潮影响，我县出
现剧烈降温、大风和雨雪天气。但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有一群人却仍在露

天坚守着，他们就是安全保卫组的公
安民辅警。

根据指挥部统一部署，岳西县公
安局快速动员、迅速落实，抽调精干
警力，成立安全保卫组，赴该隔离观察
点执行应急处突、警情处置、安全保卫
等任务，配合医护人员开展各项防疫工
作。他们发扬连续作战、冲锋在前、敢打
硬仗、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守岗位、履职
尽责，咬定阻击疫情目标不放松，全力
确保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作为一名人
民警察，又是党员，我坚决服从组织安
排，认真做好安保工作，请组织放心、请
人民放心。”临时支部党员熊斑虎说道。

为了消除隔离观察对象心理上的
焦虑和压力，临时党支部全体党员充
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热情周到、
细致精准的服务，温暖着每一位留观
对象的心。

“我们临时党支部共有党员 23
名，来自县直各个不同的单位。让组
织放心、让隔离观察对象安心是我们
的责任和使命。我们都将在疫情防控
一线上考验党性、见证担当。”岳西县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临时党支部书记
江春介绍说，“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
的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鲜红的旗
帜。我们将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一
定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党旗在隔离观察点高高飘扬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

淼)2月 18日，市推进工业企业复工
复产第一督导组组长魏清娥率队来
岳西督导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县领
导江春生、程谦、何斌、董伟参加
汇报议。

在听取我县加强疫情科学防控
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情况的
汇报后，督导组指出，岳西县一边
抓防控、一边抓经济运行，推进企
业复工复产工作抓得早、抓得严、
抓得实，成效好。希望进一步制定

好企业复工复产计划，做好分类指
引、精准指导，细化生产指标，强
化服务保障，确保企业复工复产率。

据了解，为确保落实统筹推进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我县高度重
视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成立了领导小
组，制定了工作计划，先后出台了支
持中小微企业发展15条措施、工业企
业复工审批报备指导性流程、物流企
业复工操作指南。截至18日，全县96
家规模以上企业有35家复工生产，力
争2月底复工复产率达80%以上。

市督导组来岳督导推进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2月16日，姚河乡党员志愿者风雪中坚守在防疫卡点，检查劝返过往车辆
人员。受寒流影响，该乡普降暴雪，广大党员干部志愿者坚守一线，做到疫
情不止、战斗不歇。 储建军 陈庆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