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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岳阳是湘北门户，疫情防控责
任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岳阳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党委积极响应上
级号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打响
了抗“疫”阻击战。党委委员分头率
全体交通民警、辅警迎难而上，连续
作战，把抗疫一线作为践行初心使
命的实践场。

1 月 23 日，大年廿九上午，岳阳
交警支队党委紧急发出了“全警弃
休，全面管控，全力应对”的决定。
全市公安交警一千余名民、辅警闻
警而动，无一讲困难、谈条件，全部
弃休，即刻赶赴疫情防控交通管制
一线，提前轮休的全部立即回岗。
当晚，岳阳交警部门紧急在全市 29
个高速出入口、11 条与湖北通联的
县级以上道路及火车站、汽车站共
设置疫情检查站 57 处。每个站点配
备警力 16 人，实行 24 小时“四班三
倒”，逐车检查，严防死守。

一线警力吃紧，党员冲锋在前。
“如果组织同意，我请求到任务最繁
重、最辛苦的一线检查卡点去执勤！”
大年三十深夜，党员、民警殷鸿博向组
织递交请战书。“明亮，宝宝在恒温箱

里观察，请别担心！”大疫当前，妻子临
产，党员、民警陈明亮便请哥嫂将妻子
送往医院生产，自己守在前线阵地。

为鼓舞士气，岳阳交警支队党委
注重战时政治建警，启动了战时激励
机制。1月26日，支队党委向全体参
战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发出倡议。1
月 29 日，一排排身着黄色雨衣的交
通民、辅警排着方阵，面对鲜红的党
旗重温入党词誓：“随时准备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

2 月 2 日，岳阳 9 名一线民警、辅
警立功受奖，并在岗点领受奖章、证
书。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易昊来到
一线，分别为 7 支“抗疫党员突击队”
队长授队旗。全体队员斗志高昂，大
家纷纷表决心：“坚决遵照党中央的
指示精神，一线忠诚履职、坚决不辱
使命、疫情不退决不撤岗！”

高举党旗担使命，抗疫一线淬初
心。截至 2 月 3 日，岳阳交警投入警
力1.09万余人次，检查车辆16.6万余
辆，协助检查司乘人员32万余人次。

鲜红的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全
市57个交警防疫检查岗上。

（徐典波 文和生 刘潮飞）

高举党旗担使命 抗疫一线淬初心
——岳阳交警“战疫”工作纪实

打 赢 防 疫 阻 击 战 ，做 好 纪 律 保
障。绥宁县纪委监委在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期间，持续做好监督
执纪“后半篇文章”。截至2月3日，该
县纪委监委下发疫情防控工作通报
10期，通报批评单位9个，党纪政务处
分4人，组织处理56人，其中通报批评
17 人，警示约谈 26 人，诫勉 11 人，免
职2人。

“严禁擅离职守；严禁临危退缩、
临阵脱逃；严禁排查走形式、走过场
……”1月 27日，一份由该县纪委监委
出台的《关于严肃疫情防控纪律的十
条规定》下发至全县各机关单位、乡镇
主要负责人手中。“《十条规定》从工作
纪律、人员排查、疫情报告、防控款物
管理等方面给全县党员干部‘战疫’划
出了纪律‘红线’，对于触碰‘红线’的，
一律从快从严从重查处！”绥宁县纪委

书记、县监委主任唐远伟斩钉截铁地
表示。

“喂，是纪委吗？我们村有人在苏
某小卖部聚众打牌，乡村干部劝阻也
不听……”2 月 1 日，该县设立的疫情
防控工作信访举报专线接到了来自关
峡苗族乡插柳村群众的举报。“感谢
您，我们立即处理！”接到电话后，该县
纪检监察干部与派出所民警一道立马
赶到现场，强行制止。

经查实，苏某样为插柳村党员，2
月 1 日在其经营的小卖部内与苏某福
等2人打牌，还为苏某军等5人聚众打
牌提供场所并收取每桌 20元的“炭火
费”。2 月 2 日，苏某样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体温测量了没有问题也要做好
登记，要记录清楚是什么时候量的，体
温值是多少。”1 月 30 日，县疫情防控

监督问责组在瓦屋塘镇白家坊村进行
监督检查时，现场指出村卫生室对“两
类人员”情况登记的漏洞，督促立行立
改。

“战疫”工作部署到哪里，督查工
作就跟进到哪里。1 月 26 日起，绥宁
县纪委监委牵头，成立县疫情防控监
督问责组，坚持“日督查、日通报”制
度，每天分 2 个督查组，由班子成员带
队，对全县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覆
盖”、“地毯式”的监督检查。截至 2月
3 日，共组织 19 个督查组，出动人员
328 人次，对全县 17 个乡镇、286 个单
位（监测点）进行全覆盖监督检查，督
促整改问题66个。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我工作失
职失责，在村民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我
深刻检讨。”瓦屋塘镇木兰田村支部
书记杨某柏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对镇

政府安排其负责的“两类人员”舒某清
监管不到位，对疫情防控物资保管不
当，造成了不良影响。1月31日，杨某
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作为一名
老党员，又是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冲
在最前面责无旁贷。”这是该县交通
运输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兰序平对家
人说的一席话。从大年初一到现在，
50 多岁的兰序平每天早上 7 时半从
家中出发，前往高速出入口，对该检
测检疫点当天的值班人员到岗履职
情况进行全天候督查。“疫情一日不
解除，监督工作就一刻也不放松。”连
日的来回奔波，加上淋了雨，兰序平
有点感冒、疲惫，但他依然与全县其
他纪检监察干部一起，冲锋在前，以
铁 的 纪 律 护 航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

（李 斌 唐 婷）

绥宁：一线监督全覆盖，筑牢“战疫”纪律防线

平凡的人，不平凡的坚守。当疫
情来势凶猛，有一群可爱的勇士在团
结作战。免费送口罩、志愿值守一呼
百应、为孤寡老人上门送饭菜……连
日来，这些“战疫”故事温暖、动人，发
生在麓谷各个角落。
一箱口罩：
爱心人士免费发放防疫物资，暖心！

“邻居们，物业那里每人每天可以领
2 个口罩，家里缺口罩的，可以去领
……”“没有口罩，小区门口还有人发
……”在长沙高新区麓谷街道可可小城
小区业主群里，被这几条消息刷屏了。

这些口罩是小区业委会主任周泽
强得知防控物资紧缺后，购得并捐赠
的，物业处放 1000个，岗亭处放 2000
个，均免费发放给业主。

隔绝疫情，不隔真情。在这个特殊
的春节里，还有很多像周泽强一样的民

间抗疫带头人，放弃与家人团圆的时
间，坚守在防疫一线，筹集物资、义务值
守……用一腔热忱和无私付出筑起邻
里间的“大爱朋友圈”和“病毒防火墙”。
一个红袖章：

志愿者一呼百应随时到岗，硬核！
“同志，快递车不能进小区，还请

配合一下。”2月4日，锦绣社区志愿者
蒋毅和往常一样，在锦和园小区内外
巡逻值守，发现有外访人员，及时阻挡
在岗亭外。去年年底以来，他每天在
小区内值守，一日无歇。

“做了志愿者，就不怕困难。”蒋毅
在深圳创业，有多年义工经验。此次他
将沿海地区的先进方法带回家乡。疫
情严峻，作为志愿者队长，他将小区的
80余名志愿者分为门岗值守、麻将馆劝
停、机动巡查、宣传动员四个组，每组三
班倒，早7时到晚12时无缝对接。

“跟奋斗在前线的白衣天使相比，
我们只是尽了绵薄之力。”蒋毅说，危难
之时，为邻里乡亲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素养和责任。
一份饭菜：
知心大姐上门照顾孤寡老人，贴心！

“吴书记，小区里独居老人都已联
系到位，行动不便的，疫情结束前我们
都会送饭菜上门，送防疫物资……”

大年三十，锦绣社区养老中心负
责人王芳向社区书记汇报情况，并做
好四菜一汤送到带着一个残障女儿生
活的困难居民周爷爷家。

锦和园小区是长沙市保障性住
房小区，住着 70 余位孤寡老人，其中
行动不便的 20 余位。为了确保这个

“特殊”群体安全“度疫”，社区安排养
老中心每日为他们送去三餐和防疫
物资。

“你们前几天做的扣肉，实在是太好
吃了！”工作人员给孤寡老人王娭毑送去
饭菜，叮嘱她防疫期间不要出门，有需求
第一时间打电话。王娭毑一看到工作人
员来，就称赞其饭菜做得可口。

保姆式服务，不让一位孤寡老人
因疫情发生意外，锦绣社区专门安排
社区养老中心为他们提供“上门服
务”，送饭送生活必需品、量体温、陪唠
嗑……事无巨细、体贴周到。

“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做，既然我揽
下了，就要用心！”这一天，王芳晚饭还
没吃完，接到孤寡老人的求助电话，撂
下筷子就出了门……

勇者无惧，德者不孤。全员加入的
疫情防控战线，这股力量坚不可摧。麓
谷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存奎说道：“团结
一心，众志成城，我坚信我们定能尽快
打赢这场‘战疫’！”（姜 丹 管 丹）

长沙：远亲不如近邻，抗疫之时显真情

欧阳友忠 荆道滨 骆力军 单洲霞

“感染科主任郑彬连续 10 天吃住
在医院防控疫情，医师李涛瞒着父母提
交了参加武汉防疫的请战书，护士何琴
毅然取消婚礼加入疫情一线……”县人
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鲁菊英说到动情处
潸然泪下。这是宁远县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的一个缩影。

牢不可破的战斗堡垒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一

级响应”就是“一级备战”。县委、县政
府第一时间成立县委书记、县长任指挥
长的疫情预防控制应急指挥部，要求全
县各级党组织全面进入“战时状态”，实
行“战时措施”，落实防控责任。通过电
视、电子显示屏，村村响、新媒体播放

《致人民群众的信》、疫情动态等，印发
宣传标语、防疫知识30万份，发动群众
支持，提高防护意识，让群众自觉加入
到防控工作来。

“我们是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集体’，在防疫的战场上，就要冲在前、
干在前、作表率”。县委组织部机关干
部从正月初一开始结束休假，回归岗
位。及时下发《关于进一步发挥党组织
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做
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全面动员到全县每一级党
组织、每一名党员。同时，紧急划拨25
万元党费购买防疫物资，党建口的同志
带头到防疫一线推动干部担当作为；23
名部机关干部主动请缨，到防疫一线考
察干部、关怀激励干部。

禾亭镇卫生院被确定为全县疫情
防控定点留观医院。但在疫情发生之
前，这里还是一所普通的乡镇医院，群
众大病、难病还需到县城医院去看。

“现在院里的医疗条件和救治能力
大大提高了，我们完全有能力和信心担
起定点留观医院的重任”。禾亭镇卫生
院党支部书记刘怀澜说话很有底气。

短短两天时间，是什么力量把一
所普通的乡镇卫生院迅速打造成宁远
的“小汤山”医院？

“宁远1587个党组织尽锐出战、冲
锋在前，切实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组工干部道出了缘由。

疫情发生以来，宁远县各级党组
织同舟共济、迎难而上，以实际行动践
行初心使命。

“不论生死，不计报酬！”县人民医院
党委开展“我是党员，‘疫’路前行”行动，
34名党员在请战书上毅然按下红手印。

“这次战役我们不能落后”，文庙
街道党工委推行党委班子成员包片，
驻村指导员包村（社区），党员干部包
组（包户）机制，确保疫情防控到位。

坚不可摧的阻击防线
控制病源输入是这场防控斗争的

关键，宁远县上下一心筑起防止输入
性病例的坚固防线。

领导率先垂范。正月初一，县委
书记、县长先后深入到辖区高速路口
督导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相关部门坚
决守好宁远的大门。

干部挺身而出。所有县级领导、县
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乡镇（街道）党政
主要负责人取消春节休假，返回工作岗
位，第一时间冲锋在疫情一线。

联防联控出实招。“严阵以待，备战
有我！担当作为，冲锋有我！休戚与
共，胜利有我！”26位主任医师成立集中
医疗救治专家组，在党旗下庄严承诺，
坚决打赢防疫阻击战；交通部门停运全
县所有营运车辆，并对所有湖北返回车

辆全部进行消毒，严禁上路；县文旅广
体局第一时间暂停全县一切文化、旅游
等群众集聚性活动。同时，联合开展保
医、保食、保电、保水等生活“四保”行
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群防群控鼓实劲。全县 410 个村
党组织分别组织党员干部实行出入管
控；149 名第一书记、940 余名驻村工
作队员驻村开展疫情防控；2万多名党
员自觉成立义务宣传队、疫情监控队
等1762个，形成疫情强控合力。

自防自控求实效。下灌村是一个
13700 多人的大村，有 26 名湖北返乡
人员，其中武汉返乡就有 9 名，防控形
势非常严峻。75岁的共产党员李乾福
每天提着大喇叭，一遍一遍做工作，偌
大的下灌村春节没有一个串门走亲戚
的。据统计，疫情发生以来，宁远近60
万群众参与卫生清扫、消毒或取消串
门走亲戚，配合防疫部门扑杀家禽 10
多万只，建立起户户都参战、人人当标
兵的自防自控模式。

这次阻击战群众最痛恨、最担心
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县委、县政
府奔着问题去，奔着需要去，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要求疫情相关部门

“跨前一步”积极作为，无关部门严格
做到“按兵不动”，决不允许“坐着闲聊
也要提前上班”的形式主义。

非常时期用雷霆手段。县委、县政
府对疫情防控中不作为、乱作为实行零
容忍。新百佳超市杨家岭分店哄抬物
价，责令给予消费者10倍赔偿，并公开
致歉。水市镇一名村支部书记因参加
酒宴被停职；县人民医院2名医生因工
作不力、失职失责，被予以免职处理。

屹立不倒的先锋旗帜
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有一种精神

叫奉献，有一种英雄叫榜样。
“我是党员，我上”。水市镇人大

主席团副主席黎新顺患有脑血管病，
仍带领 4 名干部轮流值守厦蓉高速梅
岗路口检测站，严把外来人口入口关。

“疫情来势汹汹，我也怕，但我是共
产党员，就要为群众做些事”。保安镇北
阳村“90后”女党员一直冲在抗疫一线。

大灾面前，不分先后，不分男女。宁
远长沙商会党员邓志维捐赠价值40万
元的医疗物资；水市镇黎壁源村党员毛
牛成免费为村里捐赠2000个口罩……

上下同心齐备战，定除疫魔暖春
来。“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这些鲜活的故事，彰显
了宁远坚决打赢防疫阻击战的信心和
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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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筑起钢铁长城

徐 荣 彭 婷 刘 澜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威胁着人民生命，冲击着
社会稳定。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以来，湘潭高新区以党员带头，全体
干部职工以昂扬的斗志、顽强的毅
力、坚定的信念、无畏的精神，始终战
斗在阻击战的前沿阵地，切实保障广
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筑起了一座钢铁长城。

全体党员投身防疫一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区党工委把这项工作作为维护社会稳
定的头等大事，作为当前全区压倒一
切的工作抓紧抓好。1月26日成立了
区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实行党工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双组长”责任制
与每日例会制，及时传达学习上级精
神、通报情况、查摆问题、研究解决、安
排部署联防联控工作。第一时间发出
倡议书，利用微信公众号发布调度令
以及疫情防控知识。

在区党工委坚强领导下，全区迅速
行动。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党委成立 4
支以党支部为单位的党员突击小分队，
52 名党员干警放弃轮休，主动请缨奔
赴抗疫一线，春节期间出警 180余次。
老党员民警彭新宇坚持带病工作，累倒
在抗疫一线；板塘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班子成员黄湘，在临床护理人员缺
少的情况下主动担负起预检分诊和高
速路口值班的一线工作……一个个动
人的故事发生在防疫一线。

速临一线全面摸排检查

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区、街、村
（社区）三级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为
疫情防控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全
区主管及以上干部从 1 月 27 日（大年
初三）起取消休假，与街道、村（场）社
区的全体干部一起全力以赴开展工
作。机关、街道、村（社区）三级共计
949 名党员组成 108 支党员突击队，
下沉到各村、社区开展摸排监测，地

毯 式 摸 排 16686 户 ，发 放 宣 传 单
17981 张，张贴通告 1278 张，核实上
报信息 219 条。同时，湘潭高新区通
过上级交办、督查走访、基层反馈等
途径，搜集全区在疫情防控中存在的
问题，以任务交办的方式予以限时解
决。近一周，区疫情防控调度交办任
务 48 项，完成 39 项。双马街道党员
干部将春节期间移风易俗与疫情防
控相结合，及时下发《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暂停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工作的通知》，对各
类红白喜事宴请行为进行精准摸排、
上户劝阻。截至目前，共有 11 宗红白
喜事为疫情防控“让路”，家属们无一
例外都选择了响应“防疫期间不聚
集”的号召，取消设宴，一切从简。

让“新冠肺炎”谣言“飞”不起来

“新冠肺炎”疫情来临，焦虑、恐慌
蔓延。伴随而来的，还有纷呈迭出的
谣言。区工管委办安排专人实行 24
小时舆情监看研判，加强涉疫情防控
突发敏感网上舆情应急处置，及时澄
清、成为驱散谣言的最佳良药。截至2
月 5 日，共完成权威发布共计 40 次余
次，在官网新增防疫专题 3 个，转载防
疫各类文章、图片新闻、视频共计 60
余条。设计制作防疫宣传海报，联系
印刷厂紧急印制 1000 份下发到各基
层单位，有效达到科普作用。

坚守岗位组织复工复产

为做好园区企业防疫和复工工作，

区防疫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出台《致园区
企业的一封信》《关于做好2020年春节
后复工工作的通知》《湘潭高新区园区
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安全生产工作方
案》《企业疫情防控组工作方案》等文
件，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QQ和微信群
通知、电话联系、实地检查等方式广泛
告知。规定除供水、供电、供气等民生
保障企业和医疗保障企业除外，其他企
业一律不得在2月9日24时前开工，同
时严格执行开工前“八个必须”和开工
时“八个严禁”。明确节后园区企业复
工必须严格落实申报制、准入制、审核
制、监督制“四制”，研究讨论楚润、金
杯、瑞泰、金刚人防、华联等第一批 14
家企业的复工申请，明确责任人进行进
一步现场核实。

爱心善举在一线

园区企业湖南永霏特种防护用品
公司党支部积极行动应对疫情，得知湘
潭市各大医院急缺医用级防护服后，第
一时间紧急调运了医疗防疫物资本不
在永霏公司的主营范围之内，但随着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不断发展，
永霏公司积极扛起防控疫情的社会责
任，陆续将库存的 40 多万只口罩和
3000多套防护服全部发往了包括武汉
在内的多个城市，其中有500套防护服
还被免费捐赠给了武汉一家医院。同
时，公司还捐赠3000个口罩给市福利
院，总经理李文辉自掏腰包采购 5000
件防护服、1万个N95口罩运往武汉。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党
支部自 1 月 22 日起，成立由党员和群
众代表组成的药品保障应急分队，进
入特级警备状态，24小时随时待命，确
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及时高效完成
医疗机构配送任务，积极发挥医药储
备的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共捐赠价
值 27 万余元的防护用品和药品，主要
包括医用口罩、84 消毒液、医用酒精、
医用手套、莲花清瘟等。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在这个特殊的新年里，湘潭高新区众
志成城、勠力同心，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筑起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钢
铁长城！

—— 湘潭高新区疫情防控阻击战纪实

（本文图片均由湘潭高新区提供）

基层党组织在抗击疫情举行一线宣誓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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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