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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疫情防控一线的报道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贾瑞云在米易县麻陇彝族乡、白坡彝族乡检查督导农村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聚焦重点任务 下足“绣花功夫”
确保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实现双胜利

彭映梅陪同
本报讯（记者 吴禹涵 文/图）2月

12日，市委书记贾瑞云深入米易县麻陇
彝族乡、白坡彝族乡，检查督导农村新
冠肺炎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
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脱贫攻坚工
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和
市委决策部署，在扎实抓好农村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围绕实现2020年全面脱
贫目标，聚焦重点任务，下足“绣花功
夫”，坚决啃下凉山自发搬迁贫困户脱
贫“硬骨头”，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摘帽
任务，确保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
攻坚战双胜利；要全面提升农村公共服
务水平，引导农村群众逐步养成文明、
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快推进乡村治
理和乡村振兴。

市委副书记彭映梅、副市长李仁杰
陪同检查。

米易县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420
户18074人，其中凉山自发搬迁贫困人
口1018户5159人。截至2019年底，米
易县凉山自发搬迁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429户2238人，剩余589户2921人计划
2020年脱贫，是我市全面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关键。

当天，贾瑞云先后来到米易县麻陇
彝族乡、白坡彝族乡凉山自发搬迁贫困
户家中，问需于民，与老百姓和基层干
部亲切交流，检查督导农村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工作。

吉克比莫和沙拉朋都是凉山自发
搬迁贫困户，一同住在麻陇彝族乡庄房
村。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吉克
比莫和沙拉朋两家人都住上了新房子，
不同的是，吉克比莫一家去年实现了脱
贫，沙拉朋一家计划今年脱贫。贾瑞云
先后来到吉克比莫和沙拉朋家中，与他
们亲切交流，仔细查看了客厅、厨房、猪
圈等地，详细了解两家人的收入状况和
子女入学情况。贾瑞云鼓励他们坚定脱

贫奔康的信心和决心，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依靠进取的精神和勤劳
的双手拔除“穷根”，坚决实现脱贫不返
贫和按时按质按量实现脱贫的目标；一
定要支持子女读书，用知识改变贫穷的
命运，决不能让子女因为贫困而辍学。

沙马衣古住在白坡彝族乡油房村
一组，是凉山自发搬迁贫困户，已于
2019 年实现脱贫。贾瑞云走进沙马衣
古家中，与他相邻而坐，亲切交谈。“你
家有多少人？”“去年总收入多少？”“养
了多少只猪、羊、鸡？”……贾瑞云嘘寒

问暖，掰着手指跟沙马衣古细算“脱贫
账”。贾瑞云鼓励他再接再厉，找准路
子，苦干实干，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贾
瑞云叮嘱有关负责同志，现在老百姓都
住上了新房子，有了漂亮的“面子”，我们
还要再下“绣花功夫”， (下转2版）

2月12日，市委书记贾瑞云在米易县麻陇彝族乡庄房村检查督导农村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时，与村民吉克比莫
亲切交谈。

市委办公室

走在前 带好头 做表率
□本报记者 江潇

在1月29日召开的市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上，市委作出了在全市机
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守
纪律、提效能、强执行、做表率”活动的
决策部署。2月1日，市委组织部等六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市机关事
业单位党员干部中开展“守纪律、提效
能、强执行、做表率”活动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部署要求、
带头高质量开展好活动，市委办公室
及时起草了《市委办公室关于开展

“守纪律、提效能、强执行、做表率”活
动的实施方案》。2月11日，市委书
记贾瑞云在《方案》上批示：“实施方
案重点明确、措施有力，可推展在四
大班子办公室。迅速通过四大班子
一季度秘书长、副秘书长联席会安
排，做全市的表率。”

市委办公室聚焦市委对其作出
的“忠诚榜样、第一窗口、重要中枢、
守纪模范”四个定位，以“为领导服
务、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服务”为宗
旨，展现一流精神风貌、锤炼一流工
作作风、争创一流工作业绩，推动活
动走在前、带好头、做表率。

形成“路线图”
抓好三个统筹

《方案》提出，把开展活动与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结合起来、与巩
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成果结合起来、与抓好日常工作结合起
来，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推动
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为保持全市
良好发展态势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把‘守纪律、提效能、强执
行、做表率’活动作为对党办干部素
质和能力的直接检验，作为提升‘三
办三服务’水平的生动课堂，作为党
办肩负好新时代新使命的洗礼淬炼，
以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开展好
此次活动，为全市各级机关做好示范
和表率。”市委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何抓好三个统筹？
坚持对标对表。紧紧围绕习近

平总书记“五个坚持”要求和市委对市
委办公室作出的“四个定位”，深入落
实市委关于开展活动的部署要求和

《通知》精神，对标建设政治机关、学习
机关、执行机关、协调机关、督查机关
和服务机关，高标准高要求设定目标、
谋划抓手，力争作出示范、当好表率。

坚持“实”字当头。坚持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以刀刃向内的勇气，
深入查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明确
的努力方向和重点举措，动真碰硬推
动整改落实；以动态持续的建章立
制，切实将活动成果转化为制度成
果、将活动实绩转化为工作实绩。

（下转2版）

守纪律 提效能 强执行 做表率

攀枝花援湖北医疗队
全部进入方舱医院开展工作

本报讯（记者 程桂英）2 月 13
日，是攀枝花援湖北医疗队抵达武汉
的第5天，是医疗队进入汉阳方舱医
院开展救治工作的第 2 天。这些
天，医疗队的工作、生活情况如何？
队员们经历着什么？又有着怎样的
心情？2 月 13 日下午，本报记者视
频连线到汉阳方舱医院四川医疗队
医疗专家组组长、市中心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程晓伟，

了解最新情况。
据程晓伟介绍，攀枝花医疗队第

一批队员于 2 月 12 日凌晨 2 时进入
汉阳方舱医院开展救治工作，工作
时间为 6 小时，每天 4 班倒。截至
目前，医疗队40名队员已全部进舱
工作，所有队员精神状态和健康状
况都很好。“现在我们正在国家卫生
健康委的统一安排部署下积极开展
各项救治工作，请市委、市政府和家
乡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不负重托、
不辱使命！”

攀枝花1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有9例治愈出院

本报讯 13日上午，四川攀枝花市
又有1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治愈出
院。自 1 月 30 日攀枝花市出现首例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来，14天时间里，攀
枝花市确诊病例13例，目前已经有9名
患者先后治愈出院，治愈出院的比例达
到69%左右。

据了解，疫情发生后，攀枝花市卫
生健康委在全市抽调了包括临床呼
吸、ICU、中医、影像以及心理专家 47
名，组建了新冠肺炎市级医疗救治专
家组。

据专家组介绍，他们结合患者的身
体实际情况进行临床施治，做到“一患
一策”，对症支持、抗病毒、免疫调节、中
西医结合治疗等多管齐下，根据病人病
情变化，及时调整用药，并进行心理疏
导干预措施。也有专家组成员介绍，攀
枝花充沛的阳光、温暖的气候也有助于
病情恢复。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东区：
45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陶泓霖）2月12日，
记者获悉，东区已有45家规上工业企业
复工复产，约占规上企业总数的73%。

据了解，东区现有 62 家规上工业
企业。在推进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东
区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生
产，积极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创造便利条件，给企业复工复产注入信
心和活力。东区认真开展辖区企业员
工及家属来攀、返攀情况摸底排查，建
立企业复工台账和问题台账，督促企业
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

（下转2版）

“疫情面前，我们都是攀枝
花人。作为党员，我们愿意协助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1月29日，
在钒钛新城青龙山庄康养的 6
名党员主动站出来，成立疫情防
控志愿者队伍，积极协助社区、
山庄做好人员登记、测量体温等
防控工作。6名外地来攀的康养
党员中，年龄最大的邓安国今年
已经84岁了。

金江镇、小鲊石社区也及时
做好山庄所需生活用品、物资等
采购，让居住在这里的46名外地
来攀康养人员放心、舒心，享受攀
枝花温暖的阳光和贴心的服务。

图为邓安国（右二）协助工
作人员开展体温测量。
（杨青 本报记者 晏洁 摄）

西区：
防疫不松劲，复产很用功

本报讯（记者 周越）截至2月12
日，西区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18家，有
意愿复工16家，复工时间待定企业10家。

西区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调度“两
手抓、两不误”，提早做好规上工业企业
生产经营状况摸排，督促正常生产企业
开足马力生产，帮助停产、半停产企业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克服困难，尽快恢
复生产；组织 9 家春节加班生产企业做
好连续性生产工作，引导春节停产企业
做好设备维护和疫情防控；坚持做好月
度经济运行分析，

（下转2版）

仁和：
70家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 特约通讯
员 任婧）2月11日，位于仁和区循环经
济发展区橄榄坪园区内，大宇包装印刷
有限公司的工人们在包装盒切割机前
忙着分拣、装订……据悉，仁和区已有
70家企业复工复产。

大宇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制定了严格的
疫情防控预案，于2月8日复工复产，实到
员工占总员工的比例为46%，各车间、部门
按照提前制定的方案有序恢复正常生产和
运转。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公司根据人
员到岗情况实行轮班制，19人为一组，

（下转2版）

米易：
助企业复工，让员工安心

本报讯（记者 周翼 特约通讯员
曾仲文）2月13日，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
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不断，叉车来
来回回运输着一包包钛精矿。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米易县按照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的要
求，让企业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顺利
实现复工复产。

米易县明确全县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相关要求，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报县指挥
部同意后可以复工复产，不符合条件的
企业要按要求进行整改后重新申请。

（下转2版）

盐边：
41家企业陆续复工复产

本报讯（楚义波 李俊 记者 梁
波）2 月 11 日，记者从盐边县了解到，该
县陆续组织县属企业将抗疫情、保生产
相结合，加快企业复工复产。目前，全县
复工复产企业41户，其中规上工业企业
29户，规下工业企业12户。

2月11日中午，记者在鑫祥化工有限
公司看到，职工食堂的厨师做好饭后，将
饭送到员工寝室门口，严格执行就餐不聚
集。目前，盐边复工复产的企业均成立了
疫情防控工作组，有专人每天对生产区、
生活区进行消毒和测量员工体温等，

（下转2版）

近段时
间以来，我
市在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前提
下，积极推
动工业企业
有序复工复
产，做到“两
手抓、两不
误”，夯实全
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坚
实基础，为
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
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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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我们都是攀枝花人”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部署进一步分级分类有效防控
要求优化诊疗加快药物攻关科学防治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2月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中

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突出
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
策，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今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下转2版）

日记日记
“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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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们准备进舱。 （市卫健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