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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仁和区人民医院

4名白衣天使主动请缨支援湖北

本报讯（邹丽 李永忠 记者
王南桢 文/图）2月9日上午，仁和区
人民医院的 4 名白衣卫士陈明燕、张
玮、邓勇利、李超，作为仁和区第一批
支援湖北的医疗人员，启程踏上征途。

据了解，仁和区人民医院在当日
凌晨1:20接到紧急通知后，立即研究
商讨人员名单，最终决定选派业务精、
素质强、能力优秀的内二科护士长陈

明燕、内三科护士长李超、急诊科骨干
护士邓勇利、护理科骨干护士张玮 4
人作为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

自疫情发生以来，仁和区人民医
院共收到 42 名医护人员的请战书。
他们都表示，若组织需要，愿意第一时
间奔赴疫情前线。一封封激昂的请战
书，一个个鲜红的手印，彰显着“救死
扶伤”的职业信仰。

□陈钰 本报记者 王南桢 文/图

社区是防疫第一线。自疫情防控
工作启动以来，大河中路街道通过党
员干部带头稳人心、部门支援增信心、
群防群控聚民心，社区工作者们不畏
艰险，竭尽全力排查疫情、在卡点值
守、宣传防控知识、开展消杀等，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稳人心——
党员干部冲在前

弯腰树社区属于防疫重点地区
之一，社区内既有商业小区，也有缺
少物业公司管理的老旧小区，还有农
贸市场和干杂市场，疫情防控难度可
想而知。

“社区防疫工作承上启下，向下是
对接普通居民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向
上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型医院
对接。社区如果不能严格排查和登
记辖区的发热病例，后面就算有再
好的医院对接，也很难完成防疫治
疗的‘闭环’。”弯腰树社区党委书记
杨云说。

在疫情防控中，弯腰树社区“两
委”带队，由共产党员带头，社区用 1
天半时间完成了近 5000 户入户，1
万余居民的信息摸排登记。他们敲
门敲肿了手指，忘记了疼痛；他们汗
水湿透了衣服，塞上毛巾继续坚持；
他们不敢停歇，平均日步行超过 2万
步……为了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途
径，广大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争分夺秒，
奋力“奔跑”。

杨云表示，他们社区共有10个基
层党支部、450余名党员，这些党员在
疫情防控前线敢于担当、勇往直前，发
挥了稳定人心的中流砥柱作用。

增信心——
部门支援拧成绳

疫情发生以来，大河中路街道和
各社区干部力量不足、工作量大、任
务紧急，全区各机关党组织积极动
员广大党员干部踊跃报名，主动参

与到社区防疫排查工作中，以“1 名
社区‘两委’干部+1名网格员+3至5
名党员志愿者”为主要模式，通过入户
排查、建立大数据筛查、主动登记备案
等制度，利用社区广播、微信群进行防
疫知识宣传，深入开展联防联控，地毯
式排查不漏一人，织牢防控网。

1月29日至31日，仁和区政法系
统、农牧系统共150余人次机关党员
干部到大河中路街道各社区报到，开
展疫情防控宣传工作，防人员流动、防
疫情输入蔓延。

中路社区党委书记林碧辉感动
地说：“你们真是及时雨，有了你们这
些部门党员的支持，社区干部和群
众吃了定心丸，大家为了防控疫情
拧成一股绳，让群众生活更安心。”

聚民心——
群防群控做在先

抗击疫情，仅靠社区、部门党员干
部还不够，群防群控的大网必须铺

开。居民王有博自 1 月 30 日社区启
动全封闭管理以来，主动报名义务站
岗，佩戴着“工作人员”红色袖标，站在
小区门口排查外来人员，进行体温监
测、登记等工作。

“社区全封闭管理，可能会将很多
社区的入口封闭或者减少，确实遇到
过市民不理解，社区入口检查队伍可
能排到10多米长，也给市民带来短期
的困扰。但正是社区工作人员、志愿
者和群众的坚持、坚守，让绝大多数居
民变得理解和包容。”阳光社区党委书
记李小明说。

这样的包容和理解，也成为很多
外地人坚守攀枝花的信心。阳光社区
吉靓轩超市工作人员向均说：“我老家
是武胜的，今年过节不回家了。能够
为小区提供蔬菜、粮米等生活保障，我
很高兴。”当前，这样的社区超市成为
居民购物的选择，像向均这样坚守在
岗位上的外地“亲人”仅在阳光社区就
有40多人。

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讯（穆志艳 滕徳银 记者

王南桢 文/图）“越是关键时刻，党员越
要凝聚在一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定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自
启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以来，仁和
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疫情防
控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主战场，不畏艰
险，主动冲锋在前，让鲜红的党旗高高飘
扬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一线 指 挥 ，组 织 堡 垒“ 强 有
力”。仁和区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
级应急响应，凝聚公安民警、医护人员、
村组干部、民兵力量，因地制宜开展疫
情防控。区委及时安排部署疫情防控
工作，市公安局仁和区分局、区卫健局、
区交通局等重点部门和 13 个乡镇（街
道）迅速响应，调动整合人力、防疫物资
等各类资源，迅速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第一时间在火车南站、高速路口等疫情
防控卡点设立临时党支部 34 个，全天
候开展监测等工作。

——一线抗疫，党员干部“勇担
当”。仁和区委按照市委“五个到位”“七
个一律”的要求，召集重点部门党员干部
及时归位到岗，确保24小时应急响应；
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挺身
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做到“三个自
觉”，迅速进入“战斗状态”，争做一线的

“抗疫先锋”，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截至目前，共建立党员服务队 154
支，县级党员领导带头到基层开展疫情
防控相关工作督导检查207次。区级部
门、乡镇（街道）130 余名科级领导干部
带领2126名党员深入村组、居民小区、
农贸市场等进行排查摸底；238 名党员
干部在39个疫情防控卡点严防死守，灵
活采用小喇叭、无人机等多种形式进行
宣传，共分发、张贴各类宣传材料4000
余份，发放各类防控知识宣传资料等5万
余份。全区共排查49.49万人次，其中重
点疫区返攀231人，已全部核实信息。

——上下联动，联防联控筑起“防火
墙”。全区各级各部门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
范作用，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
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
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在军地共建党
建中与 22560 户群众结对帮带的 7520
名党员，积极了解结对帮带群众实际
情况，宣传防疫知识；全区 14 家康养
机构对 1000 余名康养人员进行了摸
底排查，建立健康台账；各“两新”党组
织捐款 3 万余元，捐赠口罩、医疗手
套、护目镜、酒精灯等防疫物资 1000
余个，矿泉水及方便食品 70 余件；各
乡镇（街道）组织各村（社区）党员服务
队，充分发挥联防联控作用，对老旧小
区、楼道、垃圾存放点等重点区域每日
进行消毒。

仁和区税务局

“非接触式”服务获纳税人好评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您好，金

先生，您不需要到大厅现场缴纳车
购税，只需要登录四川省电子税务
局就可以完成车辆购置税申报缴纳
了。”近日，在成都工作的金先生打
电话到仁和区税务局咨询，想把自己
在成都购买的车辆登记为攀枝花市
的牌照，本以为要赶回攀枝花现场
办理缴纳车购税，但经过区税务局
工作人员的线上异地辅导，金先生
成功完成了网上申报缴税。

据悉，疫情防控期间，为确保纳税
人涉税问题及时解决，仁和区税务局

在日常 2 部业务咨询电话之外，临时
增加了 2 部涉税（费）问题咨询电话，
选优配强咨询人员，组建了疫情期间
涉税（费）问题咨询服务团队，24小时
在线指导纳税人、缴费人进行办税缴
费相关操作。考虑到部分纳税人、缴
费人确有必须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
的特殊事项，除了网上预约办税外，4
部咨询电话同时承接“预约办税”事
宜，确有需求的纳税人、缴费人，可通
过拨打咨询电话提前进行预约，区税
务局将根据办税服务厅现场情况，分
时、分批、错峰办理预约业务。

仁和区财政局

693万元资金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冯伟 记者 王南桢）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仁和区
财政局快速反应，切实发挥财政职
能，截至目前，已累计安排疫情防控
资金 693 万元，确保防控资金及时足
额到位。

据了解，疫情防控工作启动后，区
财政局及时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和资
金保障领导小组，第一时间筹集疫情
防控和医疗救治资金，切实实行财政
资金兜底。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原则，对急需的资金在第一时间完
成审核审批和下达。该局从 1 月 26
日下达第一笔防控资金80万元以来，
已累计安排疫 情 防 控 资 金 693 万
元。同时，启动紧急采购程序，开通
资金拨付绿色通道，资金支付岗位随
时有人在岗，保证以最快速度将应急
需求资金足额支付到位，截至目前，
已累计支付 438.88 万元疫情防控资
金。同时，严肃财经纪律，规范经费
物资管理，确保资金和物资全部用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

仁和镇弯庄社区

为居民筑起疫情“防火墙”
本报讯（张美 记者 王南桢）

“大家好，我是疫情防控宣传员。病
毒凶巴巴，早防不怕它，出门戴口罩，
不去把堆扎，咳嗽手遮掩、洗手把毒
杀……”这段时间，在仁和的大街小
巷、居民小区，流动宣传车的音响里
播放的疫情防控顺口溜让人耳目一
新，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据悉，自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仁和
镇弯庄社区从抓宣传、重排查、强管理
三个方面发力，为居民筑起了一道坚
实的疫情“防火墙”。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弯庄社区通
过宣传栏、电子屏、微信群、悬挂标语、

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将疫情防
控核心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家庭，每一
个人。成立由 83 名居组干部、网格
员、楼栋长、党员志愿者等人员组成
的工作队，设置 12 个卡点，实施网格
化管理，开展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
账。在日常管理中，坚持垃圾日产日
清，公共场所、公共区域、电梯每日消
毒，设置废弃口罩专用收集点；加强
对物业管理区域的人员、车辆进出管
理，严格执行来访登记制度和进出人
员体温监测，并将此项工作常态化。
目前，社区 4 个小区的物业均按制度
严格执行。

福田镇金龟村

脱贫户主动请缨战疫情
本报讯（陈敏 记者 王南桢）“胡书

记，村里防疫前线缺人手就让我上吧。是
党委政府帮我脱了贫，现在该是我们出力
的时候了。”近日，福田镇金龟村石关门组
贫困户倪树兵对村支书胡洪富说。

倪树兵家是 2014 年识别建档立卡
贫困户，2017年实现脱贫。福田镇金龟
村地处川滇交界，人员流动较大，倪树兵
主动申请值守防疫卡点，和村里其他人
一起负责车辆、人员出入登记、体温监测
和消毒等工作。

卡点的工作非常辛苦，工作经常持
续到深夜。对此，倪树兵说：“这些算啥，
这些年党和政府帮助我家落实了易地搬
迁，发展了产业，现在我们住上好房子，
日子变好了，没有‘大家’平安，哪里有我
这个‘小家’安宁”。”

在做好防疫卡点工作的同时，倪树兵
还坚持做好“服务员”与“宣传员”。考虑到
卡点值守辛苦，为了确保工作人员生活保
障，他还主动把自家的鸡、香肠等农产品弄
好送到卡点，让大家都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休息时，他还主动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在仁和，像倪树兵这样积极投身战
“疫”一线的贫困户还有很多。一个个忙
碌的身影，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贫
困户支援疫情防控的心声。

大田镇

疫情防控不忘村民的“菜篮子”
本报讯（徐丽琼 张舒丹 记

者 王南桢）大田镇党委、政府在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不忘村民的“菜
篮子”，通过强化农贸市场监管、鼓励
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等举措，促进村
民增收。

据悉，为减少疫情带来的经济损
失和保证辖区居民菜蔬食品安全供
应，大田镇由社区居委会负责设立农
贸市场卡点，对进入市场人员逐一进
行登记，并进行体温监测；要求大田镇
农贸市场承包人员每日2次对农贸市

场进行全面消毒及卫生整治，目前农
产品市场销售有序平稳。对近期成熟
上市的蔬菜、农副产品等，鼓励农户和
各大超市或销售点取得联系，进行线
上交易、线下配送方式销售，减少现场
交易频率。近期，村民通过线上交易
销售蔬菜、水果等农产品近5万斤，实
现销售收入10余万元。同时，以多种
形式开展防疫宣传，进一步提高市场
业主和各商户的疫情防控意识，使广
大村民提高认识，全力打赢疫情防控
狙击战。

清理水渠淤泥
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讯（陈敏 记者 王南桢）2月
9 日，福田镇塘坝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组织党员义工队及时清理塘坝堰
饮水渠淤泥，助力全镇春耕生产。

为了抢抓农时，保障基本农田及时
全面顺畅灌溉，打赢春耕生产第一仗，塘
坝村党员义工队的 24 名党员们主动申
请清理沟渠。党员们戴上口罩，用锄头
挖、用铁铲铲，经过 1 天的努力，将 600
余米塘坝堰饮水渠淤泥全部清理干净。
福田镇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抢抓春
耕春种“赛点”，做好农户心理疏导，正确
引导农户不传谣、不信谣，坚定疫情期间
耕种信心、决心。

4名出征的白衣卫士。

党员志愿者康芳（右一）为中坝乡学房村卡点免费送饭一个月。

稳人心 增信心 聚民心

筑牢社区疫情防控基石

党员志愿者在小区卡点值守。

迤沙拉村民：主动担当防“疫”卫士
本报讯（张开科 记者 王南桢

文/图）近日，在平地镇迤沙拉村，57 岁
的志愿者纳茂刚正忙着给村民普及疫
情防控知识。据悉，疫情防控工作启动
后，迤沙拉村快速组建了“党员服务队”

“人大代表志愿服务队”“村民志愿者服
务队”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阻击疫情，我们守土有责”“为了
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现向全村征集护
村志愿服务队（零补助）队员”。2 月 3
日，迤沙拉村村委会主任毛建桦在村微
信群中发出倡议。

不一会儿，许多村民就在群里报名，
一支由20名队员组成的村民志愿者服
务队迅速成立。纳茂刚是一位地地道道
的彝家老爹，得知村里招募抗疫志愿者
时，他第一时间报了名。他说，儿子是一
名基层干部，去年不幸离世，在这样的特
殊时刻，他也应该像儿子一样服务于民，
在防疫期间为村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

村民志愿者服务队是迤沙拉村成

立的三支志愿服务队中的一个。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村党总支发出的一封

“迤沙拉是我家，我们一同守护她”倡议
书，在村内引起强烈反响，共产党员、人
大代表积极响应，快速组建了“党员服
务队”“人大代表志愿服务队”，积极投
入到该村疫情防控工作中。

据村主任毛建桦介绍，目前，全村
共有50名志愿者，年纪最大的58岁，最
小的20岁。他们24小时值守防控检查
点，排查出入人员。“党员服务队”敢于
担当，不漏一人；“人大代表志愿服务
队”连夜入户宣传排查，认真细致，不漏
一户；“村民志愿者服务队”勇挑“消毒、
清扫、保洁”重担，每天消杀，覆盖全村。

守住每一个防控点，登记、上报、监
测好每一个回乡人员，疫情防控宣传告
知每一个村民，这些防“疫”卫士充分发
挥群防群控的力量。“迤沙拉是我家，我
们一同守护她”，成为他们共同的信念，
取得防疫胜利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志愿者主动参与防“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