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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岳
阳市云溪区迅速行动，精准施策，打响疫情防
控阻击战，谱写了一曲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
时代赞歌，筑起一道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的牢固屏障。

全面集结遏疫情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第一位，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
控！”疫情发生后，云溪区委书记张中于，区委
副书记、区长刘正仁在全区疫情防控调度会
上发出铿锵号令。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该区第
一时间成立以区委书记为第一指挥长，区委
副书记、区长为指挥长的云溪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指挥部，下设 10个工作组。各镇

（街道）、区直及驻区单位也相应成立疫情防
控指挥部，严阵以待，全方位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38 名区级领导全部取消春节休假，下沉
一线督导疫情防控工作；交通、卫健、交警等
部门成立联合组，奔赴交通卡点值守点，对湖
北籍车辆和人员进行全面检测、登记、劝返，
守护湖南“北大门”；所有医护人员全部返岗，
积极应对疫情防控工作；各镇（街道）建立片
区网格管理和值班值守制度，深入社区、屋场
等地进行排查摸底，确保疫情重点地区返乡
人员数量清、情况明，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
人，形成全员联防联控的工作态势。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该

区还把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锤炼、考验党员
领导干部的“练兵场”“试金石”，坚持一线考
察、识别干部，把疫情防控履职中正反情况、

“两头”典型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实绩
考核。

冲锋在前显本色

“我报名！我先上！不问生死，不计报
酬。”战疫号令一发出，岳阳市四人民医院 85
名医护人员毅然放下回乡行李，逆风而行，呈
交了一封封按有红手印的请战书。15名骨干
医护人员率先进入了确诊人员隔离病区和发
热门诊。

作为新冠肺炎诊治的定点医院，市四人
民医院严格按诊疗要求完成了收治场所的改
造，并第一时间成立新冠肺炎救治一线临时
党支部。呼吸内科护士长方玲，不顾孩子年
幼，第一个报名进入隔离病区，既当指挥员，
更是战斗员，没叫一声苦，没喊一句累。她总
是笑着说：“我是党员，我的战斗岗位在一
线。”目前，该院正对确诊病例进行全力救治，
对集中医学观察对象进行隔离观察，所有人
员生命体征平稳。

疫情来袭，乡镇是第一道“防控墙”。杨
树港社区党员组长潘伯桥第一时间发出“不
让疫情进社区，防控疫情筑和谐”倡议，组建
了党员防控疫情宣传队、排查队、护院队、巡
逻队、救助队，对涉鄂来（返）人员开展地毯式
摸底排查，并建立“一户一档”，实现有效管
控。并严格落实“六个一”举措，为居家隔离
人员送口罩、温度计等用品，免费为他们代购

蔬菜等生活物资。让居家隔离人员，隔离不
隔爱。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该
区全面落实岳阳市委、市政府“堵、查、隔、治、
停、备、稳、督”的“八字诀”，让党员成为疫情
防控中的“主心骨”“贴心人”。全区 380个基
层党组织第一时间响应区委号召，哪里有防
控任务，就把支部设在哪里，把党的工作推进
到哪里。劝导取消或延期红白喜事办酒 299
起；关停所有娱乐场所、活禽交易市场，劝停
大型活动、走亲访友等活动；通过宣传车、媒
体平台、“村村响”广播、宣传标语等多种形
式，密集开展宣传，提高群众自我防护能力。
同时，组织商务粮食、市场监督管理等职能部
门，常态化开展市场物资供应保障监督检查，
严厉打击哄抬物价行为；普通党员纷纷认领

“岗位”，实现全区院落党员分片包干、“三类
重点人员”党员跟踪管理、隔离人员党员包户
联络覆盖率均达100%。

社会力量汇暖流

“上不了一线，我尽一点心意！”云溪寓外
企业家卢治临、张辉环第一时间向云溪区红
十字会各捐款 20 万元；巴陵石化、长岭炼化
紧急调运消毒员和防护服，支援防疫一线；湖
南瑞源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单笔捐赠 100 万
元，用于疫情前线抗击及防治工作……截至2
月6日，该区红十字会共接收社会捐款22笔，
共计 213.15 万元，接收物资捐赠 15 笔，一线
医护人员保单一份，爱心善举汇成一股股共
抗疫情的爱心洪流。

面对危难，该区2000余名志愿者从不缺
位。岳阳蓝天救援队携带脉冲动力弥雾机驰
援该区防疫战场，对校园、居民小区等人口密
集场所进行消毒杀菌作业。云溪街道坪田村
易香香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她主动申请为村
民讲解疫情防控知识，并协助做好居家隔离
人员管控工作……

全民战“疫”，人人出力。长岭街道武汉
返乡人员李玲录制广播，硬核喊话，劝导居民
不外出、戴口罩，做好自我防护；路口镇解除
居家隔离对象甘黎明向镇应急指挥部捐赠
2000元，支持一线防疫……

波澜壮阔写斗志，逆流挺进歌大风。当
下，云溪区在重点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着力
确保驻区大厂生产保供和推动岳阳绿色化工
产业园企业复工复产。在该区广大干群的共
同努力下，全员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
疫情防控格局全面形成，全区上下众志成城，
齐心协力，坚决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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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诗涵 陈 宇

2月8日一早，南县乌嘴乡窑嘴村村民万超无偿
捐赠的3380件爱心水果和牛奶抵达该乡，主要用于
慰问疫情防控对象和防疫一线人员，以实际行动支
援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乌嘴乡第一时
间拉响战斗警报，全乡党员干部严阵以待，主动带头
担当作为，连续15天奋战在抗疫一线，筑牢疫情防控
的战斗堡垒，用实际行动阐释了什么是“干部带头、
党员冲锋”。

织密扎牢疫情“防控网”。“我负责摸排”、“我负
责守卡”。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乌嘴乡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积极
带头亮身份、带头冲锋第一线，将党旗插在疫情防控
的最前沿。按照“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原则，做实逐
户摸排，在设卡通村路口 24 小时轮班值守，成立 11
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共发动党员干部200多人，走访
群众 2000余人次，排查湖北返乡人员 435名。对重
点防控对象采用“五包一”制度，确保辖区内疫情稳
定可控。

精准传递防控“最强音”。乌嘴乡充分利用“村村
响”、宣传车、微信工作群、横幅和标语宣传南县疫情
防控指挥部令、疫情防控宣传知识。“不要让现在的一
小步，成为终生的大遗憾。”负责驾驶该乡宣传车的
郭定波说：“我每天开10个小时车，中午吃简便盒饭，
但群众理解配合，疫情防控取得效果，再累也值得。”

“防疫战，无硝烟，妇女要顶半边天。”在该乡，一支支
“娘子军”也主动加入“战疫”，张贴宣传单、倡议书，切
实为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贡献巾帼力量。目前，全
乡累计张贴标语1200张，发放宣传单13200份，出动
宣传车50余次，播放音频1200次。

纪律保障筑成“铁门闸”。“‘五包一’是否落实到
位？疫区返乡人员信息是否精确到位？”连日来，该
乡纪委工作人员采取“四不两直”方式直接奔赴各村

（社区），对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落实开展监督检查。
抗击疫情工作推进到哪，监督保障就跟进到哪，该乡
纪委以“零距离”的方式迅速跟进监督检查，督促全
乡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强化“监督再监督”作用。截
至目前，该乡纪委共开展 3轮督查，成功劝导制止红
白喜事、农村聚餐 115 起，发现并整改问题 58 个，对
疫情中缺岗、执行不力的 3 名党员干部作出组织处
理。

一场疫情，同时也牵动着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
心，他们纷纷自发加入“战疫”当中。据统计，该乡累
计收到社会各界捐赠近26万元物资和善款。

向云峰 阮登科
2月7日，绥宁县委纪实考核组进

驻该县红岩镇，对该镇党政领导班子
及干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的履职情况进行全面考核，旨在及
时发现、使用一批优秀干部，以鲜明
导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该镇党委
委员肖芳玲等一批优秀干部脱颖而
出。

防疫战打响后，肖芳玲将年仅 3
岁的大女儿托付给父母照顾，全身心
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每天进村入
户，早出晚归。由于工作表现突出，

镇党委和干部一致推荐她，“纪实考
核组”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将其纳入

“战疫”一线优秀领导干部库，并为其
建立“战疫”实绩档案。

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绥宁
县坚持把疫情防控一线作为磨砺鉴
别干部的“试金石”，阻击战打到哪
里，哪里最艰险，对干部考察识别就
跟进到哪里。1 月 31 日，专门出台了

《绥宁县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考察识
别干部工作方案》。2 月 1 日，县委组
织部迅速组建三个纪实考核组，分别
对全县乡镇和机关领导班子和干部

履职情况启动同步考察识别，深入了
解、全面记录领导班子及干部的履职
表现。

据绥宁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为推动考察识别工作深入开
展，将强化结果运用，按照干部管理
权限及“一人一档”原则，该县分别为
1850 名疫情防控一线干部建立实绩
档案，旗帜鲜明地任用作风硬、敢担
当、善作为、口碑好的干部，对那些临
阵脱逃、弄虚作假、失职渎职、搞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给防控工作造成严重
后果的干部予以严肃问责。截至2月
5 日，该县已将 87 名干部纳入首批优
秀干部名单，对66名党员和干部予以
严肃问责。

绥宁
为1850名干部建立“战疫”实绩档案

唐书东 刘志军
“我区一居民 2 月 7 日确诊感染新

冠肺炎，曾于1月31日与你辖区陈某搭
乘同一航班。”2 月 9 日，祁阳县陶铸路
派出所接到重庆两江新区分局协办函
后，立即利用大数据平台，确定陈某家
庭住址，民警与网格员迅速上门排查。
经查，陈某现居住在重庆市南岸区，身
体一切正常。民警叮嘱其做好居家隔
离，并将结果反馈。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祁阳
县坚持把涉疫重点人员排查管控作为
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采取有力有效措
施，确保“内防扩散、外防输入”。1 月

26 日，该县成立了由书记、县长挂帅，
分管卫健工作的县委常委任组长的疫
情排查监管领导小组，增强排查管控力
量。排查工作组坚持一天一会商、一调
度、一督查、一通报，做到职责明确、机
制畅通、高效运转。一方面，自上而下
依托大数据体系，摸清涉疫重点人员信
息；另一方面，自下而上，依托街道、社
区、联组、楼栋“四级联动”体系和“县统
筹、镇负责、村为主”工作机制，开展地
毯式排查、网格化管理，确保“不漏一
人”。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排查涉湖北
三 类 人 员 4082 人 ，非 湖 北 返 祁 人 员
61364人。

该县严格落实居家医学观察“十条
措施”，对所有医学观察人员实行“四
员三书两测一台账”模式管理，重点落
实 1 名乡镇（街道）工作人员＋1 名村

（社区）工作人员＋1名组长（网格员）＋
1名公共卫生员包 1名医学观察对象的

“四包”责任制。到目前，全县累计追踪
确诊、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438人，在管
密切接触者47人，并全部实行了核酸检
测，做到了排查不漏一户、观察不漏一
人、管理不出网格（村组）。

同时，该县主要领导带头督查、县
级领导分片包干督查、卫计和疾控专业
督查、联点县级领导不间断督查、组建
联合督查组持续专项督查，及时交办问
题、督促整改落实，已下发督查通报 10
期，有效地推动了防控工作落实。

狠抓涉疫重点人员排查管控

祁阳

南县
携手共筑疫情防控战斗堡垒

党旗飘扬在疫情防控一线。 (云溪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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