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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全面推行“四个一”疫情防控工作法

“一案一专班”。针对每一个病案，均

对应成立一个由公安民警、镇街干部、疾

控人员、医护人员组成的专门班子，整合

各方资源力量，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为

原点，溯源追踪密切接触者，确保疫情控

制早、控制住、控制好。

“一类一对策”。对集中隔离对象，做

到“五到位”，即领导责任到位、值班值守

到位、疫病监测到位、心理疏导到位、后勤

保障到位。对居家隔离对象，做到“四明

确”，即明确属地责任、明确人员分工、明

确目标任务、明确管控措施。要定人员、

定岗位、定职责、定纪律，进一步压实“五

包一”责任。对确诊病例，做到“四强化”，

即强化现场管理、强化病史溯源、强化病

人收治、强化责任落实。

“一日一督查”。督查组每日采取“四

不两直”对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定期交办

一批、通报一批。对落实不到位，造成贻

误战机、“二次感染”、疫情扩散的，一律倒

查责任。

“一事一调度”。坚持精准、精简、快

速、高效，加强疫情研判、防控、保障等各

项工作的调度，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

着落。

醴陵“四个一”疫情防控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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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仁 亚 平
自疫情防控战斗打响以来，岳阳经

开区按照省委书记杜家毫“三个确保”、
岳阳市委书记王一鸥“八字要诀”要求，
着力做好“六大”文章，编紧织密疫情防
控网络。截至目前，该区确诊病例 8 例，
已连续6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防控形势
逐渐趋稳。

守好大通道，防止病源输入

按照“一断三不断”的要求，该区严
守城市“东大门”。

他们严堵外围。调动交通、公安、防
疫等部门近150人，在许广岳阳收费站和
京港澳岳阳收费站设立交通检查点，采
用三班倒制度值班，实行 24 小时昼夜值
守执勤。严格对所有进入岳阳地区车辆
和人员进行检查和身份核对，对所有过
往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对湖北籍社会车
辆进行查处和劝返。截至目前，两个高
速收费站共检查车辆27961台次，劝返车
辆1053台次；检查过客78243人次，劝返
2625人。

该区严控边界。对涉及到与岳阳
县、临湘市、云溪区接壤的10个村的边界
道路设卡封闭，张贴封路公告和绕道方
案。同时严管区内，在城乡主干道设立5
个检疫点，实行区内车辆和人员出入有
序管控 ，通过层层设防，将病毒传染源
隔离在东城门外，确保主城区安全。

实施大排查，消除风险隐患

该区按照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不漏
一车的“三不”原则，突出抓好五大排查，
即上门入户查，出入关口查，数据对比
查，群众举报查，重点区域查。以村（社
区）为单元，开展三轮次地毯式排查，全
部上门登记核实和签署承诺，将“四类”
人员排查到位；在村组道路设立检疫点，
在物业小区和驻区机关设立值班值守岗
位，排查身份、测量体温；比对工信、交
通、公安等部门提供的大数据，对排查情
况查漏补缺，及时修正涉鄂人员新增数
据；广泛动员群众，在各家各户门前张贴
告知书，公布举报电话、设立有奖举报，
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形成群防群治的良
好局面；对出现疫情的小区和村组进行
提级管理，全面排查，迅速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掌控密切接触者 184 人。截至目
前，全区共摸排涉湖北人员1919人，其中
涉武汉人员929人。

做好大隔离，避免疫情扩散

该区落实人员管控机制，依照疫情
风险评估结果，将涉疫人员分类隔离到
位，实现了医院救治、宾馆集中、居家观
察、区域隔离等四个到位。

他们对累计确诊的8例病人，第一时
间转至市一人民医院南院进行救治和隔
离，目前已治愈出院1例。安排维也纳酒
店作为集中隔离场所，专门隔离湖北来
区人员、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宾馆累
计集中隔离64人，已解除隔离20人。对
非密切接触者且无症状的、自愿接受管
控的实行居家隔离，已累计隔离 149 人，
解除隔离93人。对发生疫情的地区实行
区域隔离，中心城区封堵楼道 4 个，隔离
372人；乡镇封堵居民小组2个，隔离190
人。

进行大疏散，杜绝人员聚集

岳阳经开区防止人员大规模流动和
聚集，避免病源蔓延传播。

他们关停特种经营场所。对娱乐场
所、宾馆、酒楼采取管制措施，共关停
KTV6 家、网吧 28 家、影院 2 家、书店 2
家、足浴店13家、小诊所28家、茶楼会所
26家。同时按照轻重缓急和防疫需要分
批次进行复工复产复市；开展网络授课，
继续延迟复学时间，确保学校安全和师
生健康。劝导人员聚集流动。充分利用

“村村响”“小喇叭”等形式向居民群众广
泛宣传，劝导群众“不串门、不办席、不聚
集”，全区取消、简办或推迟办红白喜事
达56起。

开展大爱卫，截断传播途径

该区在全区范围开展大规模爱卫运
动，奏响“公共卫生、企业卫生、居家卫
生”大合唱。

他们在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学
校、医院、居民社区、宾馆饭店、城中村、
城市出入口及城区主次干道周边全面开
展环境卫生整洁和消毒活动，设置200余
个生活垃圾收集点，每天出动垃圾收集
车23台次，清理生活垃圾220吨；并特别
设置了 15 个废弃口罩等有害垃圾收集
点、89个收集桶，做到“四单独一统一”处
置，防止二次污染。在全区开展大消毒
活动，一般区域做到早晚两次消毒，重点
区域做到一天四次消毒。

该区督促超市、农集贸市场、企业等
各类市场主体严格开展保洁和消毒工
作，并作为复工复产复市审批的一条硬
性要求；同时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倡导群
众搞好家庭卫生和个人卫生，最大限度
阻断疫情传播。

强化大保障，形成推进合力

该区压紧压实各级防控责任，确保
工作高效运转，确保疫情物资供应，确保
防控力量跟进。

他们成立区防控指挥部，下设一办
十二组，统筹推进全区防控工作，区工委
书记文春方作为第一指挥长、区管委会
主任谢春生作为指挥长更是亲临一线、
坐镇指挥，先后 60 余次督导督查各项工
作落实落细；开展 15 轮次督查问责，诫
勉谈话干部 3 人，通报批评 8 人，立案查
处 1 人，倒逼工作落实。全力帮扶湖南
科伦、贝烨等 10 余家医药企业恢复生
产，协调解决了原料采购、生产设备、员
工住宿等突出问题，口罩日供应量可达
10万只。督促2家大型超市、4家农贸市
场、291 家食品经营店、85 家菜店开业，
可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要。成立 3 支队
伍：即由村（社区）干部、组长、党员、网格
员、村医、辅警等组成的基层联防队，从
机关抽调 118 名干部组成物业小区的志
愿者服务队；由 60 名基干民兵组成的疫
情防控应急分队，进一步充实了基层工
作力量。

月 争 勇 平 亚 平

2月9日，笔者从岳阳县政务服
务中心了解到：该中心从 1 月底开
始实行“掌上办、网上办、预约办”
三项措施，实现线下事项线上办。
截至当天，共受理群众申办事项
652件次，办结 574 件，并实现政务
服务零投诉的目标。

自疫情发生后，该县把疫情防
控作为首要任务，成立以县委书记
田文静为第一组长、县长曾平原为
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每
个乡镇都由一名县委常委牵头负
责，统筹疫情管控工作，各部门认
真履行各自职能职责，构建了县、
乡、村3级全覆盖的防控体系。

该县在主要路口、码头设立11
个交通监测点，每个点安排 1 名县
领导、一个部门包点，32 名工作人
员昼夜值守，对进入该县的车（船）
进行全面监控；各类集会全部停
止，喜丧活动全部禁办，所有外卖
快递全部停运，所有景区全部关
闭，公交和县际班车全部停运；各
乡镇认真落实属地责任，严密组织
检测和排查，对密集接触者，全部
实行“三包一”管理；各村党总支、
村委会及村小组利用“村村响”、宣
传栏做好相关防控知识宣传。

该县在县城与乡镇、社区与社
区、楼栋与楼栋、住户与住户之间
实行“四级隔查”行动，对确诊病
人、疑似病例、发热病人和密切接

触人员实行精准隔离。全县 314
个基层党组织，1.1 万名党员，在全
县设立党员责任区 564 个、党员示
范岗 1385 个，组建党员宣讲队、服
务 队 270 个 ，覆 盖 193 个 村（社
区），切实发挥党组织的示范引领

作 用 。 社 会 各 界 踊 跃 参 与 献 爱
心，据初步统计，该县红十字会接
受爱心人士、爱心企业捐款现金
29 万余元、应急物资 9 批次（折价
37.72 万元），充分展现了该县人民
合力打赢防疫阻击战的决心。

亚 平 和 平 梁 军
“疫情防控关键期，再请大家等一等、忍

一忍、静一静，不焦虑、不急躁、不出门、不聚
会……”2月11日早晨，接地气的《致全县人
民的公开信》随着湘阴县文星街道南泉社区
网格员的小喇叭走街串巷，为居家的市民加
油鼓劲。该县按照“网格化管理、小单元作
战”防控模式，坚持打硬仗，确保打赢仗，织
密疫情防控“天罗地网”。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湘阴
第一时间按照中央、省市部署，抗疫“作战图”
迅速铺开。县、乡镇（街道）建立疫情防控领
导机构和联防联控工作机制，24小时值班值
守；全体县级领导取消春节休假，坐镇指挥，
一线督导；集中优势兵力，宣传、网信、卫健、
教育、公安、交通运输、林业、市场监管等部门
和单位一盘棋联动，把“堵、查、停、隔、备、治、

稳、督”等防控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网格。
该县坚持“以静制动、以静制胜”战术，

以乡镇（街道）为属地责任主体，将一个村
（社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将一个小区或若
干个院落作为一个网格，将每个网格作为一
个独立作战单元，依托基层党支部，明确 1
至 2名镇村（社区）干部牵头，组织 1名医务
人员、1 名协辅警和若干名党员骨干、志愿
者包联负责，全力做好网格内村（居）民的宣
传劝导和检查管控，形成干部群众同心抗疫
的浓厚氛围。

同时强化战时组织保障和纪律保障。
县委印发通知，出台激励措施 10 条，印发

《致全县共产党员的公开信》，3万多名党员
战斗在防疫最前沿；县纪委监委铁纪护航，
85 名纪检监察干部投身一线，为全县疫情
防控工作戴上“紧箍咒”。

网格化管理 小单元作战

湘阴齐心协力防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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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醴陵市委、市政府始

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第

一时间部署防控工作。1月24日，醴陵市与全省同

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力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

株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邓为

民负责联系醴陵疫情防控工作，多次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深入基层调研督导，对醴陵市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认为醴陵“四类人员”基数大，管控措施扎

实有力。同时，他针对调研督导中发现的问题，提

出了系统且针对性强的“四个一”疫情防控工作法，

对“四类人员”全面筛查管控。

此外，该市还成立醴陵市委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由市委书记胡湘之任政委、市长董巍任指挥长，

迅速组建 10 个工作组，26 个相关部门单位轮班值

守，筑起坚实的防疫城墙。

目前，醴陵市累计排查湖北返醴人员 5050

人。累计开展居家医学观察5050人，4909人结束

观察，141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开具解除医学观

察书967人。

“一案一专班”编织起防控网络

“大嫂，别担心！我们是为了你的家人好，集中

隔离点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比你待在家里安全。”2

月 6 日下午，船湾镇清水江村一处村民家门口，有

几个人正在交谈，门口还停着救护车和警车。

船湾镇接到醴陵市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通知，要求隔离与 1 名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的 7

名群众。接到指令后，醴陵市船湾镇迅速组建公安

民警、镇村干部、疾控人员、医护人员组成的专门班

子，及时与7名密切接触者进行沟通，最终，他们同

意去往醴陵市图兰朵酒店集中隔离点做进一步观

察。

其中 1 名密切接触者表示，为了自己、家人和

邻居的安全，有义务配合政府工作，去图兰朵酒店

集中隔离。并且相信在政府的领导下，能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战。

这个案例正是“一案一专班”的效力与缩影，醴

陵市针对每一个病案，均对应成立一个由公安民

警、镇街干部、疾控人员、医护人员组成的专门班

子，整合各方资源力量，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为原

点，溯源追踪密切接触者，确保疫情控制早、控制

住、控制好。

“一类一对策”搭建起爱的桥梁

“在家自我隔离这段时间，很感谢村书记和镇

领导送的蛋糕和爱心平安果，还帮忙买菜，万分感

谢领导们……大家一起努力，攻克难关。”这是来自

醴陵孙家湾镇刘某财发在湖北返乡人员监测微信

群的一段感谢信息，他的老家在湖北黄冈麻城，长

期居住在醴陵，每年回去一次看望父母。1月24日

从麻城返回醴陵，不久就接到镇村干部的通知，他

们全家需要居家隔离。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孙家湾镇严格按照醴陵

市“四个一”工作法之“一类一对策”，全面压实“五

包一”责任，党委班子包村督查督办，带头下沉，与

返乡人员及时建立联系，为其提供物资保障服务，

村级责任人包片包组管控，实时与居家隔离人员电

话沟通，“组长”+“家属或者邻居”+“卫生院责任医

师”进行一对一监管服务，组长和邻居包户盯防，关

注实时动态，家属包户做好心理疏导并自觉隔离，

责任医师包户监测居家隔离人员健康状况，从而获

得了隔离人员的充分肯定。

据悉，醴陵市对集中隔离对象 94 人，做到“五

到位”，即领导责任到位、值班值守到位、疫病监测

到位、心理疏导到位、后勤保障到位。对居家隔离

对象 5050 人，做到“四明确”，即明确属地责任、明

确人员分工、明确目标任务、明确管控措施。要定

人员、定岗位、定职责、定纪律，进一步压实“五包

一”责任。对确诊病例，做到“四强化”，即强化现

场管理、强化病史溯源、强化病人收治、强化责任

落实。

“一日一督查”加固责任与担当

“你好，我们是疫情防控督查问责组人员。请

问昨天你们村里有没有村医到你家来测体温？”这

正是醴陵市督查组每日采取“四不两直”对落实情

况进行督查的实录开场白。

疫情不解除，监督检查不停止。醴陵市成立了

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督查问责领导小

组，每天派出4个专责督查组采取“四不两直”到各

镇（街、区）、各单位、小区、路口执勤防控点督查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坚持每日一督查、一汇总，每天

向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报告督查情况，并督促相关

单位进行整改，推动各责任单位抓好防控各项措施

落实，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下沉一

线，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截至目前，督查问责组共督查各镇（街、区）99

次、相关部门单位 35 次、酒店 9 次、医疗机构 2 次、

居民小区 21 次、基层派出所 9 次，共发现问题 211

个。

这正是醴陵市“四个一”工作法之“一日一督

查”，督查组每日采取“四不两直”，定期交办一批、

通报一批，共发放督查通报 5 期，交办函 160 个。

对落实不到位造成“二次感染”使疫情扩散的，一律

倒查责任。

“一事一调度”精准防治控疫情

“坚决服从党委政府安排！”“我们必须上！”“必

须立即行动，一刻都不能拖！”这是 2月 4日来自醴

陵市泗汾镇新冠肺炎疫情调度会上的声音。

当晚8时，醴陵市泗汾镇石虎村谢某经检测确

诊为新冠肺炎患者，该镇迅速有效制订了一系列确

诊病例处置行动，这正是醴陵市“四个一”工作法之

“一事一调度”的缩影。

“这是指挥部指令，请遵照执行。”自新冠肺炎

疫情以来，醴陵市委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24 小时

不间断调度各项工作。截至目前，醴陵市委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共发放调度令 30 个，坚持精准、精

简、快速、高效，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行动，加

强疫情研判、防控、保障等各项工作的调度，确保指

令第一时间直达相关责任主体，确保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着落。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防疫战中，醴陵市各级领导

干部带头坚守阵地，4万多名党员干部、5000 多名

医护人员奋战在疫情一线，6万余名志愿者活跃在

该市各个角落，形成了众志成城、共同战疫的良好

局面。待到春暖花开日，正是这“醴”扬帆时。

岳阳县誓夺疫情防控阻击战胜利

对来岳车辆核查，对来岳人员进行身份核验和体温检测。

（岳阳经开区宣传部提供）

检查北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本文图
片由中共醴陵市委宣传部提供）

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

相关链接：

筑起坚实防疫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