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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线上”+“线下”拉网排查，做好复工“护航人”
通道法院：陆群亮 陈世祥

通道侗族自治县礼雅路（内环路）
是连通县城东片区与城南片区的交通
要道。连日来，作为城东片区内环路
段疫情防控责任单位，通道侗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在做好日常办案、防控疫
情工作的同时，开启了全方位护航复
工模式，通过“线上”+“线下”拉网排
查，为责任片区内复工复产提供有力
保障。

2 月 26 日下午，通道法院抽调 50
余名干警，组成网格化疫情排查队伍，
深入责任片区开展新一轮的“拉网式”
摸底排查。干警们详细了解住户、企
业及商户的需求，核查准备复工人员

的信息，提供依法防控法律帮助，并宣
传办理健康证明的相关程序。从 1 月
26 日开始，该院每天均组织干警到责
任片区采集住户、企业和商户信息及
人员健康情况，并登记造册；对涉疫区
人员实行包户管理，做到不漏一户不
漏一人。289户 804人的最新数据，为
后续办理复工返岗人员的健康证明提
供了信息支撑。

2 月 21 日，该院接到片区内一位
女孩的求助：她是县城内一家书店的
员工，现在门店开始复工，门店负责人
需要员工们办理健康证明。该院干警
迅速利用大数据查询这位女孩的基本
信息，健康证明顺利办成。随着“复工
潮”的节奏进一步加快，对外地返通经
商、务工人员的信息采集、监管面临巨
大考验。一款用于人员信息采集的微

信小程序已在该院“硬核”上线。住户
和商户在获取到二维码或链接后，只
需手机扫一扫二维码或点击链接，即
可“零接触”在线完成信息填报，并可
反馈复工复产面临的问题和难题。这
破解了复工复产人员信息采集、汇总
的难点和痛点。“用手机填报，能快速
汇总数据并形成分析报告。”该院一名
负责信息收集的网格员表示。

任 可 博 浪 亚 平
“进门测体温，门店勤消毒，顾客戴

口罩，防疫还不能松懈……”2月28日，
汨罗市委一位主要领导身着红马甲，沿
建设中路督查，引导店铺、行人共同做
好疫情防控、共同维护公共卫生。当
天，汨罗市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三员两
送一劝导”活动启动，2100多名志愿者
分赴城区各个责任路段，开展志愿服
务，为疫情防控当起宣传员、网格员、服
务员。满城流动的“红马甲”“红袖章”，

构成了汨罗江畔一道动人的风景。
在疫情防控工作最关键的阶段，

被列入低风险地区的汨罗，全力推进
疫情防控与经济建设“两手抓、两手
硬、两手赢”。严格按照“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严防聚集”要求，守护汨罗安
全，助推有序复产。组织全体在家市

级领导、120家部门单位，归义镇、汨罗
镇（社区）干部职工、5个社会志愿服务
机构，开展“三员两送一劝导”活动，志
愿者化身疫情防控宣传员、网格员、服
务员，为市民送知识、送健康，开展安
全出行文明劝导。根据文明城市创建
的责任路段，市级领导每两天巡查 1

次，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每天巡查 1
次，直至疫情结束，引导、督导全天候、
常态化志愿服务。“哪里有百姓需求，
哪里就有志愿服务。”一名“红马甲”
说，“当我们的志愿带动更多人的意
愿，当我们的行动播种更多的文明，我
们的城市就会因志愿而文明的。”

“三员”“两送”“一劝导”汨罗江畔满天红

徐亚平 张玛利 李丹阳 欧阳林

3月1日，春光明媚，暖意洋洋。岳
阳市岳阳楼区郭镇乡麻布村，湖南田
园牧歌公司员工，正在清理水沟、培土
护苗。金黄的油菜花地里，三三两两
的游人兴致勃勃。

这里是岳阳市农业农村局抗疫复
产的联系点。该局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战前厉兵秣马
战时冲锋陷阵

疫情来袭，岳阳市农业农村局第
一时间对机关干部身体状况和出行情
况进行全面摸排。大年初二，局办公
室主任陈远贵了解到有机关干部与湖
北籍人员有接触史，立即汇总报告。

“马上实行居家隔离观察！”局党
组书记、局长孙志诚当机立断，“其余
人员做好个人防护，迅速到岗到位。”

岳阳市农业农村局由原市农办、
市农业局、市畜牧水产局、市农机局四
家合并而成，队伍庞大。该局负直接
管理责任的有家属院落 13 个、办公机
关 7个、农贸市场 2个。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除了局系统自身严防严控，还肩
负着全市动物传染病检测、养殖屠宰
场消毒、活禽交易安全等重任。

该局分组分工到人，推出系列硬核
措施：对居家隔离人员实行“一对一”跟
踪服务，每天汇总一次观察情况；对局
属各机关办公楼、家属区、农贸市场实
行大排查、大清扫、大消毒，24小时轮岗
值守，严防疫情输入，检测进出院落人
员体温2万多人次；加强对重点场所的
消毒及禽类市场交易与屠宰管理，开展
专项执法检查；动员广大农民整治农村
人居环境，参与疫情防控。

局机关食堂改变过去集中自助就
餐方式，购置环保餐具，一人一份分装
饭菜，就餐人员刷卡领取。“先洗手，再
领饭，背靠背，分散吃。”分管机关工作
的局领导反复叮嘱大家。

“见事早、行动快、措施实，一直是

岳阳市农业农村局的优良传统。”局四
级调研员吴相前满是自豪。2019 年，
岳阳市农业农村局获得了全国农业农
村系统先进集体的殊荣。

截至目前，局机关干部包括家属，无
一人感染，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

宜未雨而绸缪
抓稳产以保供

宰杀，处理，包装，入库……2月27
日，在位于岳阳楼区的海泰食品公司
屠宰车间，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高效
作业。“今天已完成 6000 羽活鸡上线
屠宰，能满足活禽市场的供应需求。”
该公司董事长谢金海告诉笔者。

抗疫需要，全市范围活禽交易市场
实行季节性休市。为了保证活禽及其肉
类产品正常供给，岳阳市安排专项应急
经费，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租用金兰食品
公司的屠宰设施设备和海泰食品公司富
余的屠宰车间与冷库，建立临时禽类集
中屠宰点。该局总农艺师徐勇介绍，禽
类集中屠宰点2月6日建成运行，日屠宰
能力 1.5万羽，有效保障了禽类肉品供
应。华容县也建起了禽类集中屠宰点，
确保交易安全和市场供应。

为强化生鲜禽肉安全监管，岳阳
市和岳阳楼区两级农业综合执法部门
派驻场检疫，对活禽入场现场监督。
入场活禽实行“点对点”调运，由养殖
场直接运至集中屠宰点；出场产品检
疫合格后，通过冷链配送至超市、农

（集）贸市场销售。
该局启动“繁育、养殖、屠宰、冷

链、加工、销售”全链条产业项目建设，
恢复生猪生产。湖南现代农业、九鼎
集团、君泰科技 3 家龙头企业计划用 3
年时间，建成3个养殖规模100万头以
上的产业项目。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早在疫情发生之初，岳阳市农业农村
局就加强市场监测，掌握市场库存底
子、农产品供应渠道等情况，摸清掌握
蔬菜、生猪、畜禽、水产等底数，做好市
场供应保障的分析、预测。笔者在该
局的统计数据表中看到，目前，岳阳市
蔬菜存园面积 36.7 万亩、可供蔬菜
46.6 万吨，生猪存栏 130.8 万头，家禽
存栏1264.6万羽，肉牛存栏20.3万头，
山羊存栏38万只。

该局积极协调商务、粮食、公安、
交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为运输农产品
的车辆办理绿色通行证，确保农产品

运输渠道畅通。

殚精竭“智”解民忧
披肝沥胆惠苍生

“没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强力防疫
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具体指导，公司的复
工复产不可能这么顺利。”接受采访时，
湖南田园牧歌公司负责人钟瑛感慨。

企业员工要复工，必须身体合格。
然而，大批员工前往医院开展核酸检
测，实在不便。钟瑛为这事感到头疼。

“ 请 防 疫 站 派 检 测 人 员 上 门 服
务！”岳阳楼区委一位领导现场协调，
迅速解决了这个问题。

殚精竭“智”解民忧，披肝沥胆惠
民生。该局积极协调，进行联点帮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市共联点帮扶
294家，其中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185 家。局党组成员每人联系一
家企业，结合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指
导企业加强用工安全，落实防控保护
措施，恢复生产经营。全市3家种业公
司全部复工，11 家农药企业已有 9 家
复工。一位局领导介绍，截至 2 月 29
日，全市285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累计复工 213 家，复工率 75%，
企业员工返岗率78%。

疫情期间，农民面临着种植技术、
病虫防治、产品销售等问题。岳阳市
农业农村局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波操作
很“走心”：积极调度农业机械有序投
入春耕生产，组织全市农技人员就地
就近开展上门技术服务；由市农科院
负责，开设“洞庭高科技术服务线上
直播大讲堂”，开展选种备种、浸种育
秧等技术讲座，在线培训 3 万多人次；
组织省、市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
现场把脉，解决病虫害防治、种苗培
育等问题；利用阿里巴巴、京东、绿色
菜园网等电商平台，帮助农民拓展销
售渠道。

“目前已打通向吉林、辽宁等东北
地区销售蔬菜的渠道。”该局负责这
方面工作的领导高兴地说。

春风又绿江南岸
——岳阳市农业农村局抗疫稳产保供纪实

麻布村春色。 （本文图片由岳阳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浏阳关口街道：

党员“三包”筑牢疫情防控线
刘玉丰 胡吉星

村(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自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
关口街道以党建为引领，大力实施“党
员联户全覆盖，服务群众零距离”工
程，通过建立健全“三包”工作机制，在
筑牢疫情防控线的同时，织密党员参
与基层治理网。

党员“三包”，联防联控全覆盖

3 月 1 日上午 9 时，占佳社区布谷
园片网格群派发一条疫情防控任务信
息。3 小时后，综合 57 位网格员的摸
排信息，社区排查出滞留湖北拟来

（返）浏人员4人。
关口街道面积大、人口多，疫情防

控工作带来不小的压力。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口街道
建立党政班子成员包村、党支部包
片、党员包户的“三包”机制，构建村

（社区）党总支——党支部（片区、小
区）——党员（楼栋长、楼层长、包联
责任人）三级网格体系，动员 698 名党
员、312 名组长、志愿者、贤达人士担
任网格员，每人辐射联系周边 5-30
户，积极做好疫情摸排、防控宣传等
工作。

截至目前，街道建立 12 个村（社
区）大网格、76个片区网格、1010名党
员（包联责任人）各自建立小网格，各

层级建立微信管理群，实现15798户一
户不漏全覆盖。

争当“六员”，群防群控全动员

为了让企业尽早复工复产，关口
街道金口村联企业网格员黎书沅，主
动上门了解企业用工需求，不仅指导
企业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还挨家挨户
做思想工作，打消村民思想顾虑，动员
他们早日复工复产。

“根据三级网格体系相关要求，网
格员的工作职责包括当好‘六大员’，
即疫情防控员、政策宣传员、平安守护

员、文明劝导员、邻里互助员、示范带
头员。”关口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建立健全村（社区）“党建+网格”管
理模式，整合网格内党员、组长、志愿
者、贤达人士等各类服务资源，实现群
防群治全动员，疫情防控与基层治理

“双融合”。
为确保活动常态长效开展，关口

街道出台经费保障、考核激励、评估退
出三大机制，明确将党员在基层治理
中的现实表现作为评先评优的重要依
据，对于履职不认真、责任不落实、成
效不明显的要求其及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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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仕球 昌小英

“‘战友’们，一定要战胜毒魔，
幸福的生活还在等着你们。”日前，
为支持邵东市强制戒毒所的疫情防
控工作，戒毒成功的彭某主动捐赠
2000 元钱给学员们买口罩及防疫
用品，并写信鼓励他们树立坚定信
念，早日戒除毒瘾。

2017 年，彭某走出了强戒所，
回家搞起了养殖业。两年来，他再
也没有沾染毒品，生意做得风生水
起。在邵东市，像彭某一样戒掉毒
瘾、过上正常生活的戒毒者为数不
少。

近年来，面对严峻的毒情形势
和毒品突出问题，邵东市克难攻坚，
驰而不息，大力开展毒品专项治理，
不断推进禁毒工作向纵深发展，为
全市人民打造一片明净的天空。

打击毒品犯罪成效显著

2019 年 12 月 16 日，邵东市公
安局在邵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和云
南省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大力
支持下，联合侦破公安部部督目标
案件，共抓获团伙成员 26 名，缴获
毒品530.15公斤。

该案是省内首次实现境内境外
同时收网、四省九市同时联动全链
条摧毁团伙成员的案件，也是目前
省内一次性缴获毒品最多的案件。

不断完善禁毒大督查机制，织
牢织密禁毒网，推动社会广泛参
与。2019 年，该市实行禁毒工作市
委书记、市长双主任负责制，各乡
镇（街道、场）党政主要领导，各村

（社区）书记、主任，以及市禁毒委
成员单位一把手为禁毒工作第一
责任人，配齐配强了乡镇、机关单
位、村禁毒专（兼）职力量，全市 26
个乡镇（街道、场)都配备了 1 名专
职禁毒干部，579 个村（社区）都配
备了 1 名专职或兼职村干部，20 个
禁毒委成员单位都配备了 1 名专职
禁毒干部，其他机关单位都配备了
1名兼职禁毒干部。

此外，还建立了人大执法、检察
监督和政协工作视察监督情况反馈
通报机制，推动各部门依法禁毒。
引导、推动成立了一批禁毒协会、禁
毒志愿团等禁毒社会团体，动员民
间力量参与禁毒行动。探索建立了
面向金三角和缅北地区的禁毒协作
机制，禁毒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

2019 年 10 月起，为重点整治
打击外流贩毒，邵东还进一步充实
在昆明、广州、桂林、贵阳 4 地禁毒
工作站的力量，做到“五个明确”，
即明确由 1 名市领导分管、1 名禁
毒办工作人员为联络人员、1 名公
安民警任站长、两名乡镇干部长期
驻站，并明确工作职责。目前，4 个
禁毒工作站都已挂牌运行，并取得
了好的成效。

2019 年，邵东外流贩毒人数较
2018 年同期下降 19%，共破获毒品
案件121起，刑事拘留涉毒犯罪嫌疑
人188人、逮捕156人、起诉165人，
缴获各类毒品 635.44 公斤、半成品
冰毒751公斤，摧毁9个贩毒团伙。

戒毒收治人员管控率
执行率实现100%

“赵所长，你们做了大好事，一
定要收下这面锦旗。”2019 年 5 月，
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给邵东市堡面
前乡派出所送来一面锦旗，老人拉
着所长的手感激不已。

原来，老人的儿子有吸毒史，现
在外地做生意，多年来她一直担心
儿子会复吸，但人在外地管不到。
自从社区工作人员在她手机里安装
了“5帮 1”管理程序以来，儿子的一
举一动，打开手机一目了然，她终于
放下心了。

2019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禁毒
形势，邵东市公安局依托“非羁押重
点人员管控平台”研发创建了“5帮1
管控平台”，将全市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人员全部纳入管控。该平台
创新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
新型智能管控新模式，打破以往
管控手段单一的限制，通过戒
毒人员签到、上传图片、协管人
员实时反馈等方式，建立起一
套乡镇干部、民辅警、禁毒义
工、村干部、家属“五帮一”的联
动协管机制，真正做到了“管得
住人、见得了面”，实现了重点人
员管控率100%。

此外，邵东还率先建起特殊

人群涉毒人员收治中心及全省第一
家县级重症病人收治中心，重症涉
毒人员收治率实现 100%。戒毒人
员出所严格落实“出所必接”措施，
出所必接率100%。

2019 年来，全市全年新滋生吸
毒人员较 2018年下降 23%，没有发
生一起戒毒人员肇事肇祸案件。

禁毒宣传全覆盖

“高血压、心脏病、脑梗、肺结
核，吸毒带来的一切疾病折磨着我，
毒品之害猛于虎啊。”近年来，邵东
居民刘某自愿走进邵东多所学校现
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青
少年学生远离毒品。刘某某是邵东
市特殊人群涉毒人员收治中心的一
名戒毒人员，曾三进强戒所大门。

随着禁毒宣传工作的深入开
展，不仅让邵东百姓的禁毒意识增
强，也深深影响了戒毒人员。

为加大禁毒宣传力度，邵东市
构建了一套全覆盖的毒品教育预
防体系，切实推进毒品教育进学
校、进单位、进家庭、进场所、进社
区、进农村，营造了禁毒宣传的强
大声势。2019 年，邵东全市禁毒知
识覆盖群众面达 100%；娱乐服务
场所禁毒宣传覆盖面达 100%；全
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数字化平
台学校接入率、学生注册率、课时
完成率以及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
竞赛参赛率均达到 100%。

探索建立了一套毒品预防教育
精准宣传体系，突出抓好外出务工
人员、在校学生、辍学少年、社会闲
散人员、娱乐行业和物流快递场所
及交通运输等从业人员、政府工作
人员的分类宣传。2019 年，组织
8542 名教师参加禁毒知识培训,16
万名学生、10 万名学生家长签订了

《禁毒承诺书》，精准发放禁毒公开
信60万份、宣传资料5万份、宣传挂
历和环保手袋各2万份。

创新开展以案说法、以故事动
人宣传方式，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模
式，借助“两微一端”广泛宣传。印
制法院判决布告、公安治安简讯 6
期 6 万份。在城区开展各类大型禁
毒宣传活动 22场次，受教育群众达
20余万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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