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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打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发出“号令”，疫情严

重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统
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责任如山，铁肩担当！作为国家级高新区、衡阳经济
建设的“主阵地”，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紧跟中央、省、
市部署，以坚定扎实的行动、决战必胜的决心,抢速度、严措
施、聚合力，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高位推进——
抢出“最快速度”集结“战疫”铁军

疫情防控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唯有抢先出击，才能
阻止疫情蔓延。

自湖南“战疫”号角吹响，衡阳高新区把人民群众的健
康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把疫情防控作为最重要的工
作，快速响应，高位推进。

区里第一时间成立由区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班子成
员为副组长的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疫情联防联控协调小
组；第一时间制订全面“作战”计划，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
间布控五级联防，领导干部联点包片、机关部门联点包社
区（村）、街道班子联点、社区（村）包小区、楼栋长包楼栋，
实行“日报告”“日汇总”、24小时值班制，确保“早发现、早
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强调：高新区的疫情防控工
作，事关千家万户的生命安全，事关千家企业的经营生产、
事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争分夺秒、全力以赴！

面对疫情防控这一“急难险重”任务，党工委当好“火
车头”，多次召开专题会议部署推进疫情防控工作；领导班
子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取消春节休假，坚持“一天一调度，
一天一汇总”。蒸湘收费站、君昇菜市场、各居民小区……
每个抗击疫情的重要战场，都有他们奔波忙碌的身影；每
个事关民生的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鼓劲督战的声音。

早部署、勤调度、强推进，写就了疫情防控的“高新速
度”，激荡出雷霆万钧的“高新力量”。“战疫”铁军迅速集
结，众志成城抗击“疫魔”！

各方联动——
坚持“最严防控”织密“天罗地网”

疫情防控是一场治理能力的大考，各方能否打好配
合、严防死守，是阻击病毒的关键。

高新区在区管委会统一指挥下，各街道（办事处）、社
区（管理处）全面行动，公安、卫计、招商、经发、教育、市场
监管等部门联防联控，以最严最细的措施，织密了一张阻
击疫情的“天网”。

堵住病源输入、聚集性扩散等防控“关键点”——
在蒸湘高速收费站、华新汽车站设卡，检查入境车辆，

阻隔输入性传染；对武汉来衡人员、返衡人员及密切接触
人员，开展地毯式排查、跟踪监测；全面关停景区、娱乐场

所、文化体育场馆，严查培训机构，暂停群众性聚集活动，
将疫情聚集性扩散的风险降到最低；强化市场巡查，严禁

贩卖野生动物，坚决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不法行为，

维护战“疫”期间市场稳定。

防好人居环境整治的“薄弱处”——

把环境整治作为疫情防控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大力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对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清洁、消

毒，让病毒无处“藏身”；添置 300 多个废弃口罩投放专用

垃圾桶；对5大农贸市场进行每日两次消毒；严格督促居民
小区物业做好公共环境、电梯内的消毒清洁工作；对各大
医院、诊所开展专项检查，严防医疗废物和医疗废水“二次
污染”。

守好防控宣传的“主导权”——利用报纸、网站、微信
公众号、移动宣传车、LED户外屏等媒介宣传政策措施，街
道、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发放或张贴宣传单（册），普及健康
知识，宣传正面典型，遏制谣言、消除恐慌，营造出全民对
抗疫病传播的浓厚氛围。

党旗高扬——
凝聚“最强合力”筑就“钢铁长城”

疫情来势汹汹，防控工作千难万难，只有勠力同心，方
能共渡难关。

面对疫情肆虐，高新区高扬党旗，无数党员干部挺身
而出、冲锋在前——

银光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秦礼国，不顾术后初愈，马

不停蹄奔赴战场，春节期间他始终坚守一线，大年初三为
及时给湖北入区人员询问情况、登记信息、测量体温，他不
眠不休熬了个通宵；

祥云社区党总支书记周小琳，把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回
乡下，全心投身抗疫工作，面对孩子的不舍，她安抚道：妈
妈值班，是为了让更多的爸爸妈妈平安陪伴宝宝呀……

危难之处炼党性，关键时刻勇担当。在高新区战“疫”
一线，处处是共产党员冲锋陷阵的身影：高速公路出口检
测点的医务人员，为把好“输入关”在简易工棚里匆忙解决
团圆饭；祥光社区年近七旬老党员张青葵，冒着严寒细雨
把小区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新桥管理处，环卫老党员主
动请求加班，当好“城市清洁师”……正是这些“逆行者”，
提振了广大群众的信心，聚起了战胜疫魔的人心。

一大批热心群众纷纷伸出援手：74家民营医疗机构主
动请战，为居家隔离的居民监测体温；爱心企业莱美口腔
将库存的 4000 个口罩和 200 套防护服全数无偿捐出，衡
阳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捐赠15000个口罩，为奋战一线
的工作人员提供援助；众多“衡阳群众”志愿者骑着电动
车，提着大喇叭，走街串巷宣传防疫知识；还有不愿透露姓
名的群众捐赠口罩、酒精等抗疫急需物资……

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成为战斗员。万众一心，汇聚
起疫情防控的磅礴力量，筑起了一道守护生命安全的“钢
铁长城”！

当节后企业单位返岗复工潮袭来，衡阳高新区正以更
坚定的信心、更科学的方法、更强大的合力，护一方安康、
挺发展脊梁！一场新的防疫战斗正在打响……

硬核“战疫”铁肩担当
——衡阳高新区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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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8 日，隆回县共 13 家企业复工
生产，634名员工重返工作岗位；全县无
新冠肺炎新增病例，这是该县连续 7 天
无新增病例，标志该县防疫阻击战初战
告捷。

春节期间，该县从湖北、武汉返乡
人员达5698人，抗击疫情阻击战压力之
大前所未有。该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
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关于疫情防
控工作部署，加强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领导靠前指挥，压实属地责
任，健全联防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
思想，“五指握成拳”牢牢抓住“战疫”主
动权。截至目前，全县 7例病例，出院 4
例，实现了零死亡，零家庭外传染，零医
务人员感染。

抓主动 下好“先手棋”

1月 21日以来，全县上下把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
务、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来抓，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全县各级各部门全面
进入战时状态，严阵以待，严防死守，严
格排查，严密管控，全力打好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总体战。

春节前，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
会第一时间就疫情防控工作做出部署，
在全县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正月初一，成立了县委书记
王永红任第一组长，县委副书记、县长
刘军任组长的县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工作机制，出台
了工作方案，并设立 10 个专门工作组，
由县级领导牵头，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
担任组长、副组长，从各单位抽调精干
力量，形成合力，齐抓共管。

各乡镇（街道）和县直机关单位也

成立了相应领导小组和工作机制，为打
赢疫情阻击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
障。春节期间，县委书记王永红，县委
副书记、县长刘军始终坚持一线指挥、
部署调度，深入乡镇村组督查指导，带
领全县干部群众夜以继日奋战在抗疫
一线。

抓关键 拧紧“总开关”

坚持“防”字当头，全面落实各项有
效管控措施，切实做到防输入、防传染、
防扩散。对密切接触者和来自湖北的
人员要追踪到人、登记造册、上门观察，
确保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

离、早治疗。加强对汽车、火车、公交出
租车等交通工具和车站、客运站等重点
场所的卫生防疫工作。全县排查湖北
流入人员累计 5698 人，对排查出来的
重点对象，严格落实“一单六制”措施。
全县累计隔离密切接触者 168 人,其中
尚在隔离 75 人，解除隔离 93 人，居家
观察 5695 人。严格落实“四包一”措
施，对每一名湖北返乡人员做好信息登
记、健康监测和隔离管控工作，直至为
期 14天的居家隔离观察期结束。

对全县农贸市场、大型超市等人员
聚集场所坚持每天一清扫、每天一消
毒、每天一巡查。暂时关闭了全县电影

院、网吧等休闲娱乐场所及全县活禽交
易市场。各乡镇（街道）取消了赶集、红
喜事操办，白喜事一律从简。在周旺、
总站高速路口、高铁站设置监测站，对
进入县内的车辆和人员进行逐一检
测。共查控各类车辆 17960 台、检测人
员68669人、劝返车辆8台、劝返人员11
人，转送发热人员3人。

通过流动宣传车、横幅标语、电视
广播、网站、微信公众号、“村村响”等多
种媒介，扎实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工作；第一时间发布《致全县人民公开
信》《发热病人就诊指南》《公众预防指
南》等一系列通知公告和防疫知识宣传
资料60余万份。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
向社会发布疫情态势和防控工作进展，
回应社会关切，切实增强群众的防护意
识和战胜疫情的信心。

抓精准 牵住“牛鼻子”

精准把握疫情发展规律。在工作
中注重防控措施效果评估，根据新情况
新问题，适时调整优化工作举措，做到科
学精准施策。在落实上级防控政策上，
全县深刻领会学习，力求精准，在政策执
行方面做到既不过左也不过右。对武汉
返乡人员既落实防控隔离措施，又给予
充分的人文关怀，不歧视、不排斥。

精准把握复工复产。一手抓抗击疫
情，一手调度企业复工开工。结合全县
防控形势要求，优先支持与疫情防控工
作密切相关的企业开工、优先支持规模
工业企业开工、优先支持重点项目开工

凡达不到复工要求的，一律不得复工复
产；凡出现确诊病例的，一律不得复工复
产；凡检查发现问题整改不到位的，一律
不得复工复产。企业对疫病防控负主体
责任原则，高新区、各乡镇（街道）负属地
管理责任原则，疾控、安监、市监等职能
部门负部门监管责任原则。目前，已有
康群药业、九鼎牧业等13家企业复工生
产，上班员工达634人。

抓作风 念好“紧箍咒”

广大党员投入“亮身份、保平安、保
健康”活动，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做到“六
个带头”。在县委党校隔离留观安置点
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把支部建到第一
线，把“堡垒”建在最前沿，做到关键时
刻有组织在，关键岗位有党员在。乡镇

（街道）、村（社区）和县直联防联控成员
单位的党员干部全部由休假模式转入
战斗模式。万余名党员干部提前返回
岗位，全力以赴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县还成立了 10 个督导小组对各乡镇

（街道）、各单位开展全覆盖督导，严明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严格监
督问责，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攻坚战
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通过督导，
共发现137个问题，经过梳理交办87个
问题，均整改到位；共问责党员干部和
国家公职人员 133 人，全县共通报典型
问题5期6起6人。

抓保障 打活“组合拳”

全力保障医疗防控物资。县财政

安排专项经费，着重保障防控物资供

给。为切实加强物资调配，县领导小组

对口罩、消毒液、防护服等防控物资实

行统一采购、统一登记、统一保管、统一

发放，确保在紧张的市场供应情况下，

重点防控人员和县人民医院救治点、县

委党校隔离点、救护车和乡镇卫生院、

防疫一线工作人员的防控物资得到基

本保障。

充分利用老乡、外地隆回商会等人

脉关系，向广东、浙江及国外累计购买

口罩 50 万个，有效缓解了口罩紧缺问

题。2月 1日举办了“万众一心、抗击疫

情”爱心捐赠活动，各界爱心企业家和

爱心人士心怀大爱、慷慨解囊，用实际

行动为隆回县的疫情防控工作贡献自

己的力量，共捐赠现金 54 万元，捐赠医

用口罩40余万只、消毒液1240瓶，以及

益生菌、矿泉水等用品，价值 380 余万

元，有效缓解了隆回县防护物资紧缺的

燃眉之急。

稳定生活物资供应、稳定物价，就

是稳预期、稳秩序。市场监管组每天加

强监测预警，做好应急调控，对蔬菜、肉

类等产品种养、调运、储备等实行 24 小

时监测预警，及时调运货物，不断丰富

市场供应，确保产品不断档、不脱销。

依法处置扰乱市场秩序、哄抬物价等违

法行为，对 3 家药房哄抬物价的违法行

为实行曝光，顶格处以 50 万元罚款，确

保市场平稳有序。

（罗佳成 杨贵新）

欧阳林 徐亚平
“继续对照处置流程图

落实责任，严防死守，确保
不扩散；流程要再细化，保
证安全复工复产……”2月9
日，汨罗市新冠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指挥部内，刚从乡镇
督查回来的市委书记喻文
一落座便就疫情防控下一
步工作提出要求。

疫情来袭之初，汨罗市
立即出台堵、查、隔、治、停、
备、稳的“七步疫情防控工
作法”，制作出“七步攻略”
流程图，细化职责，明确各
时间节点、环节处置方法措
施，实现了事事有应对办
法、时时有责任人员。大家
形象地将流程图称之为“作
战图”。据此，指挥部下辖
综合协调、物资保障、应急
处置等10余个小组，每个小
组 既 职 责 分 明 又 协 调 联
动。市委书记喻文、市长朱
平波坐镇前线指挥调度。
各市直部门、机关单位及乡
镇第一时间响应号召，比照
市级“作战图”各自制订本

乡镇、单位防控方案，“兵
力”布控到市、社区、镇、村
每个角落，参与战斗的干部
职工达3万人。

分秒必争的“战斗”中，
汨罗各基层党组织带领广
大党员干部冲在摸排值守、
救死扶伤和后勤保障的第
一线。30余名青年递交“火
线入党”申请书，医务工作
者常铸、张娟等 5 人成为中
共预备党员。

志愿者们主动参战，摸排
疫情，宣传防疫知识。据悉，
全市有7万余名志愿者参战。

隔离不隔爱。对汨罗
现有确诊病例和密切接触
者，各相关乡镇单位进行

“点对点”服务，送上生活物
资，关注思想动态，为他们
加油鼓劲。

得益于科学严密的“防
控攻略”，依靠 10 万余名干
部职工、志愿者，汨罗疫情
防控成效显著，截至 2 月 9
日 17 时 30 分，汨罗没有新
增一例疑似病例，疫情扩散
途径得到有效控制。

尹 萍 江 柳 亚 平
“岳阳楼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提醒市民朋友，关
键时期，不聚会,不聚餐,不串
门……”2月9日，岳阳市岳阳
楼区为了让防疫宣传全覆盖、
无死角，将无人机装上高音喇
叭，录制了相关防治常识，通
过无人机在市区进行巡回播
放，将疫情防控政策及防护知
识传播到千家万户。

作为岳阳中心城区，岳
阳楼区人口密集，是疫情防
控重点地区，区委书记陈阁
辉、区长黄建文牵头成立新
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领
导小组，召开调度会、碰头会
26 次，研究部署联防联控、
物资调配等工作，做到了全
区动员、全面部署，高位推
动、高效组织。

疫情来临之初，该区所
有区领导、街道（乡）、社区

（村）、相关职能部门取消休
假，全部提前返岗。现共有
158个基层党组织和近2000

名党员干部投入战斗一线，
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措施，成
立疫情防控指挥部，设立多
个防控点，第一时间发出通
知，发布致党员公开信，在病
毒和人民群众之间筑起了一
道严密的“隔离墙”，为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特殊战役
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该区充分发挥网格化
管理优势，组织发动了 16个
乡镇街道的 1900 多名社区
干部、网格员、医务工作者，
深入 107 个社区（村）的 652
个网格，开展地毯式摸排，
有力提升了疫情态势研判、
防控部署、人员监测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对与新冠肺
炎确诊者有密切接触的，严
格 实 行 疫 情“ 三 级 联 防 联
控”责任制，全面推行区级
领导包乡街、乡街干部包社
区、社区干部包小区、网格
员 包 楼 栋 、党 员 群 众 包 楼
层，有效构建起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的格局。

隆回：“五指握成拳”，抓牢“战疫”主动权

隆回县委领导在七江镇调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汨罗：
“七步攻略”上墙“十万勇士”争先

岳阳楼区：筑牢疫情“防护墙”
社区工作人员开展沿街商铺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李飞跃 摄

(隆回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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