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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却有生死”的
人民战争。

开战即是决战！桂阳作为近百万人口的劳务输出大
县，立足“早、快、准、实、严”，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密集调
度、统筹推进，有力、有序、有效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截
至2月10日，该县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部署早布防早，吹响“战疫”集结号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

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1月22日，桂阳县委书记、县委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一组长彭生智主持召开
县委常委会会议，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吹响桂阳“战
疫”集结号。

1月25日，正月初一，桂阳向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发出
紧急动员令，要求在“战疫”中做到“四要、五不、六带头”，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1月26日，桂阳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升格，县处级
领导干部对照分管领域和联系乡镇防控工作职责，全部
下沉一线指挥调度、联点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1月27日，该县召开县、乡、村三级视频会议，全面部
署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和应急处置工作，一天一调度，

牢牢掌握疫情防控阻击战主动权。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的工作是在与时间赛

跑。只有各项工作赶在时间前面，才能最大限度保障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彭生智深入乡镇调研疫情防控

工作时说。

指挥部靠前调度、人员密集场所严格管控、重点人群

隔离观察、发热门诊的分类处置，桂阳各项工作早部署、

早推进。

“疫情发生后，整个城市吹响防疫警哨。以前春节很

热闹，现在连集体聚会都明令禁止。进出桂阳都要做登

记、量体温。防控工作到位了，老百姓心里变得更踏实。”

市民李娟说。

行动快效率高，快速进入战时状态

“战疫”集结号吹响后，桂阳县立即进入战时状态。
该县迅速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县农贸市
场休市停业，进行全方位清洁消毒，严禁野生动物运输、
捕杀、交易；关闭旅游景区景点，禁止大型集会或节庆活
动，倡导群众不走亲访友。

同时，明确县第一人民医院为定点救治医院，按照
“集中病例、集中医院、集中专家、集中资源”原则，规范设
置预检分诊点，专门设立发热门诊病区，确保发热病人、
疑似及确诊病人第一时间入院治疗。

站在前列，才能抓得实；靠前指挥，才能抓得细。桂
阳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采取“四不两直”方式，“连轴
转”分赴市场、交通检测点、定点医院、乡镇（街道）隔离观
察点、疫情严重地区来桂人员安置点等重点地区，督导检
查疫情防控工作。

2.9 万余名党员冲锋在前，县、乡、村三级干部冲向
“战疫”一线，分片包干、全覆盖登记排查、全方位服务引
领。

方元镇下燕村党总支书记张四杏接到疫情防控命令
后，从正月初一开始放弃休假，他在入户宣传防疫政策时
不慎摔伤，但仍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正和镇干部黄稀及妻子雷丽娟坚守岗位，入户摸排
情况，被当地群众称为“战疫”夫妻档。

87岁抗美援朝老兵黄思喜不计报酬，主动加入执勤
排查志愿者行列，每天“上岗”值守。“防疫是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斗，只要我还活着，就会战斗到底。”黄思喜说。

此外，桂阳还涌现出“90 后”党员彭志国，“战疫”医
师亲兄弟李平、李荣，返乡党员谢善兰等先进典型，他们
全力以赴扛起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措施准方向明，精准实施联防联控

“必须把精准要求贯穿到疫情防控工作全过程！”桂
阳县紧扣“精准排查、精准掌控、精准隔离、精准救治”要
求，紧急动员全县人民开展联防联控、群防群治。严格交
通管控，深入排查摸底，最大限度阻断疫情传播源。

“我们对过往车辆进行防疫检查，并建立档案，发现
疑似病例立即上报，进行隔离观察。”1月30日，厦蓉高速
公路桂阳段太和出口处疫情监测点值班人员刘小保说，
他们实行全天候值班，不漏一车一人。

桂阳还在舂陵江、流峰高速出入口等地设置14处交
通检测点，每个村成立志愿服务岗，招募党员民兵值守，
做好进出车辆信息登记、疫情防控宣传。

“我们安排救护车，一旦发现可疑发热病人第一时间
接到医院里进行医学隔离。”县疾控中心主任邱新华说，
在最快时间内了解其发病后活动范围、接触人群，追踪密
切接触者，有效控制传染源。

该县还利用“村村响”播放疫情防控知识，创新土味
硬核喊话，让疫情防控声音入耳入脑。

工作实保障强，扎实抓好关键重点

“村和社区要摸好底，建好档、测好温、消好毒、送好
检、隔好离。”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朱阳辉在督导检查中要求。

该县充分发挥网格化优势，将 22 个乡镇(街道)、373
个村(社区)划分为 997 个网格，配备网格员 1017 名。按
照“一网三员”组织体系，全体党员、干部、网格员积极响
应县里号召，深入开展联防联控。

“村（社区）人员流动性大，我们进行重点追踪、全程
管控。督促来自疫情发生地区湖北（武汉）的人员居家隔
离观察14天，在家门口张贴‘居家隔离点’醒目指示牌。”
该县应急处置指挥部副指挥长许治国介绍，医务人员、社

区网格员对于居家隔离人员进行“一对一”健康诊疗。
“今天体温怎么样，房间有没有消毒？”远嫁湖北返乡

过年的曾女士，1月25日回桂阳探亲，主动向社区报告并

自觉居家隔离。鹿峰街道北关社区第四网格员张小利负

责联系曾女士，她们俩成了好姐妹。

该县强化力量统筹，把县中医医院设为定点救治后

备医院，各乡镇卫生院设立导诊台、发热门诊、预备观察

室等。全县参与一线救治医务人员达1000余人，累计安

排疫情防控工作经费1500余万元，发现疑似患者及时送

定点医院隔离救治。

党员先锋队、蓉城志愿者积极行动，宣讲防疫知识、

运送防护物资，给湖北（武汉）返乡居家隔离者送物资、送

温暖。

标准严问责严，从严筑牢抗疫防线

方元镇干部彭某、侯某在防控疫情工作中作风不实、

落实不力被就地免职。2月3日，桂阳县纪委监委对这起

典型案件进行通报，给全县广大干部敲响了警钟。

“疫情就是命令，必须以铁的纪律来约束。”该县加强

疫情防控工作督导督察，重点查处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作
风不实、履职不力等问题。

同时，出台“四个一律追责”，即科学防控不到位、出
现二次传染的一律追责；已经宣布全面清查、全面防控，
还出现了漏洞的一律追责；在全面管控下出现控制漏洞

曝出事例的一律追责；在医院里面出现感染、医护人员交

叉感染的一律追责。

严明铁纪，惩前毖后。县纪委县监委成立14个监督

检查工作组，对各单位各部门疫情防控工作履职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确保抗击疫情工作推进到哪里，监督保障就
跟进到哪里，对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依照有关规
定严格追究责任，对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

在严肃问责的同时，该县进一步强化组织保障、奖励
措施，专门设定10个三等功、50个嘉奖、100个先进个人
指标，用于表彰在疫情防控中有突出贡献的个人，充分调
动党员干部参与疫情防控的积极性。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百万桂阳儿女众志成城，必将战胜“疫魔”。

“你的体温是 35.7，等下将你的口罩
丢掉，公司稍后会发全新的口罩，到那去
消毒然后再去登记。”2月10日，位于湘潭
县天易经开区的湖南伍子醉食品有限公
司，工人彭爱华与其他500名工友一起来
到公司报到，为企业复工做准备。工人们
上岗前统一做了身体健康检查，上岗后一
律佩戴口罩，每天进行不少于三次体温检
测，并做好记录，工人下班时还进行酒精
消毒，每天对工作现场、食堂宿舍、门厅、
会议室等区域进行消毒，采取分餐制或间
隔就餐。

作为湘潭县的医药类龙头企业，湖南
五洲通药业2月10日正式复工复产，企业
总部和新基地同步开启四条生产线，生产
药品将销往全国，保障市场对呼吸道抗菌
消炎类药品的需求。在做好复工生产的
同时，企业加大疫情防控工作力度，对厂
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消毒程序，每日
安排专人对车间、办公楼、质量楼、食堂、
宿舍等地进行消毒，建立员工管理台账，
加强排查管控，做好体温检测，精准掌握
员工状况，同时多渠道备好消毒液、医用
酒精、一次性口罩、洁净型口罩、洁净防护

服、护目镜等防疫物资，为企业复工复产
做好准备。

在湘潭天易经开区，4 个在建项目也
正式复工，项目现场要求佩戴口罩作业，

实行一张门进出，并进行严格的员工摸
查、体温检测、信息记录以及厂区清扫消
毒。

据了解，从2月6日开始，园区就和企

业、产业项目建设单位、基础设施项目施工
单位取得了联系，并成立7个督察组，深入
园区企业和在建项目逐一进行核查，将《关
于切实做好园区企业(项目)复工复产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通过网络发送至园区所
有企业，帮助符合要求的企业做好复工复
产的疫情防控、安全保障、物资采购、职工
返岗、人员管控、应急准备等工作。

同时，湘潭天易经开区明确了以“九
个务必”落实企业复工复产前疫情防控工
作（务必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务
必制订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务必做好员工
健康信息摸排工作、务必做好疫情防控知
识宣传教育、务必配齐疫情防控相关物
资、务必做好生产生活区消毒杀菌工作、
务必有序组织员工返程、务必做好外来人
员的管理工作、务必实行食堂就餐分餐
制），以“六个坚持”落实企业复工复产后
疫情防控工作（坚持每日全体人员体温检
测进厂、坚持每日上班前后消杀防疫、坚
持每日进出车辆和人员登记消毒、坚持暂
停集聚性活动、坚持应急值守和应急处
置、经常每日向管委会报告情况），力保企
业在安全运转的前提下开工复工。

截至目前，园区已有 90 余家涉及疫
情防控必需的医疗器械、药品、防护用品
生产运输、销售等行业，和其他涉及重要
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复工复产，4 个在建
项目复工建设。 （张 缤）

李秉钧

“今年大队打了春运和防疫
两场硬战，特别是当前的防疫之
战，我们在全县6个重要的战场，
设立了临时党支部，大队全员投
入战斗。”近日，已经在防疫一线
持续作战 10 多天的永兴交警大
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李少勇带
着沙哑的声音介绍，大队班子成
员都兼临时党支部书记，每天带
队现场防控疫情。

今年春节，永兴交警大队坚
持防疫安全两手抓。从 1 月 10
日春运开始，大队联合运管、乡
镇“一村一辅警”等，每天三班倒
不分昼夜查处客运车辆、面包车
等超员载客、疲劳驾驶等交通违
法行为。还联合交通、运管、各
乡镇组建联合执法小分队，对春
运期间交通违法行为形成高压
严打态势。截至1月25日，共出
动警力 2000 余人次，警车 300
余台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600
余起，确保了“四个不发生”，辖
区交通事故起数、受伤人数均大
幅下降，为人民群众畅通出行、
平安返乡创造了良好的道路交
通环境。

而面对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这场硬仗，永兴交警大队全员没
有丝毫畏惧和退缩，他们迅速部
署疫情防控执勤、后勤保障等相
关工作。大队党支部在县政府
安排的 6 个疫情检测点，都成立
了临时党支部，全部由大队领导
任负责人并兼任临时党支部书
记，明确支部书记五大战时职责
……

6 个临时党支部就是 6 个坚
强的战斗堡垒。在特殊时期，永
兴交警大队的“关键少数”发挥
了特殊作用。

作为“战疫”总指挥的李少
勇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他从警
力部署、宣传动员到士气激励，
事无巨细，一一抓实、抓到位。

“大队长爱人春节前不慎摔伤，
医治后还是行动不便，行走需人
搀扶。”永兴交警大队党支部副
书记、大队教导员曹明华告诉笔
者，特殊时期，李少勇无暇顾及
家人，他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
线，靠前指挥，以实际行动凝聚
了队伍，鼓舞了士气。

京港澳高速永兴县湘阴渡
收费站是该县防疫的一个重要
节点，每天进出车流量达 600 多
台次，防疫任务艰巨。大队教导
员曹明华主动请缨当这里的临
时党支部书记，鉴于其第二次手
术后还在康复期，大队党支部未
同意。但曹明华一再请战，他
说：“我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是
教导员，不是病号，这个临时党
支部书记非我莫属！”就这样，曹
明华不顾身体还未完全康复，毅
然离开病床回到工作岗位，带头
深入抗击疫情第一线。

曾清文、刘东辉、郑小军、林
锋等其他几位大队领导，全部都
到疫情检测点执勤，并担任各自
疫情检测点的负责人兼临时党
支部书记。他们都是指挥员又
是战斗员，自始至终与一线民
警、辅警一道坚守岗位，拦截检
查车辆，积极配合卫生检疫部门
开展排查检测工作。

“大队领导现场与大家并肩
战斗，极大激发了全体民警、辅
警的士气。”老共产党员王显法

说，在这与生命赛跑的关键时
期，他在负责好办公室“大后勤”
工作的同时，作为郴永大道便江
街道锦里村疫情防控监测点的
负责人、临时党支部书记，他每
天都穿上反光衣，戴起口罩，到
达 自 己 执 勤 的 疫 情 监 测 点 上
岗。目前，他一家 3 口全都奋战
在疫情防控一线。

防疫战场，巾帼不让须眉。
该大队曹华芬、曹丹都把才 2 岁
的儿子托付给父母照顾，每天与
男同事一道奋战在疫情防控执
勤点。李群英、彭永玲都是年过
50的女民警，她们指挥车辆靠边
有序停放，协助做好人员体温测
试工作……

在严格落实联防联控措施，
全力阻止病毒传染工作的同时，
永兴交警大队还加大路面巡逻
力度，安排部分警力强化了城
区、107 国道和 240 国道特别是
城区南大桥、北大桥及 107 国道
马田新市场、240 国道新路下等
重点路段的交通有序、畅通，严
格落实有关车辆的劝返工作。
并积极推行网上防疫，通过“永
兴县人民政府”、“永兴公安”等
微博、微信公众号，发布延长暂
停对外办公公告，鼓励群众在线
办理车驾管业务，减少人员接
触，降低疫情蔓延风险。

10多个寒风、冷雨袭人的夜
晚，执勤的警员虽冻得手脚冰
冷，但他们依然顶着寒风不眠不
休日夜坚守，得到了社会各界群
众的广泛支持和认可，执勤点民
警不断收到来自群众捐赠的口
罩、食用油、水果、蔬菜。永兴交
警大队敢打硬仗、能打硬仗的作
风，也得到了县领导的高度肯
定。截至目前，该大队在 6 个疫
情监测点共拦截检查车辆6万余
辆，协助医务人员检测进入永兴
县人员体温 10 万余例，劝返外
省车辆 300 余台，为该县取得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作
出了积极贡献。

张兴国 汤汉达 伍青砖

永州市零陵区强化战时思
维、战时状态、战时措施，“六子”
齐下，严防、严控、严打，进一步
织密疫情防控阻击“网”。

“收桌子”。明文禁止各类
公众聚餐、聚会活动以及广场舞
等文化活动。截至2月10日，劝
退红白酒席 200 余次、聚餐 100
余次。

“罚票子”。对湖北返零人
员、聚众赌博、隔离人员离开隔
离 点 等 问 题 线 索 进 行 有 偿 举
报。截至2月10日，劝散聚集人
数 800 余起 3000 余人，教育训
诫16起，罚款2000余元。

“关店子”。全面关停所有
麻将馆、棋牌室、游戏机房等场
所，暂缓网吧、电影院、健身房等
场所的复工复产。截至 2 月 10

日，关停大小企业、个体经营户、
大小景区2138家。

“摘牌子”。对提供聚餐、娱
乐、打牌等经营场所，以及哄抬
物价非法牟利的，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截至2月10日，已吊销营
业执照 3 家。封控繁育单位 32
家，清理市场、餐馆、超市共 507
家。

“撤位子”。对行动迟缓、工
作不力、擅离职守、失职失责的
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一律从严
查处。截至2月10日，下发督查
通报 15 期，通报批评单位 10 余
个，免职2人。

“进牢子”。对聚众赌博不听
劝散的，隐瞒疫区生活经历或者
与确诊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情况
的，依法依规追究其刑事责任。
截至2月10日，行政处罚4人，行
政拘留8人，刑事拘留1人。

桂阳众志成城战“疫魔”

湘潭天易经开区：

90余家企业和4个在建项目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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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陵：

施策“六子”严密防“疫”

（图片由桂阳县委宣传部提供）

园区企业开工前，对职工疫情信息进行摸底调查。

桂阳县党员先锋队检查过往车辆。

（图片由天易经开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