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

鑫雨 通讯员 梁德昭） 连日来，

风穴路街道紧贴实际，全力推进疫情

防控工作，着力在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上下功夫，切实为广大居民筑牢安全

防线。

提高站位精细部署，稳心定向抓

好落实。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风穴路街道坚持在每天早上机关会、

晚上视频会、班子扩大会上，各村

（居）、各工作组逐一汇报工作进度，

街道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上级有关

要求，针对存在的困难统筹安排应对

方案，制定工作措施，确保防疫工作

扎实有效落实到位。

以督促防，绷紧防疫之弦。风穴路

街道自加压力，主动作为，街道社会

防控工作组和督查组成员在“细、实、

严、准”上狠下功夫，紧扣工作任务，

对辖区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三

无”小区值班值守情况开展督导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现场立即整改，确

保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到位。

及时做好宣传防护工作。结合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落实属地责任，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在

辖区内张贴《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

“温馨提示”、“五包一人员信息表”等，

并通过小区喇叭、宣传车播放、悬挂横

幅等方式持续对防控工作和防控常识

进行宣传。“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网格

长结合微信网格群、朋友圈引导辖区居

民尽量做到“三不聚”，做好个人卫生和

防护工作。此外，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和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网格包保、电话沟

通的方式，精准做好外地返汝人员摸

排、信息统计等工作。

加大“九小场所”排查力度，督导落

实防疫措施。风穴路街道加大“九小场

所”排查督导力度，向有关负责人及从

业人员宣传疫情形势和防控要求，扎实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并严格落实家宴城、K T V 、网吧、电

竞场所、校外培训机构、棋牌室等重点

场所关停要求，组织巡查组人员联合风

穴路派出所民警不间断对重点场所关

停和一般场所防控情况进行巡查，确保

防线织密织牢。

加强物业小区管理，筑牢疫情防

线。风穴路街道对辖区内各物业小区负

责人进行集中培训，并深入小区实地安

排部署疫情防控工作，重点对返汝人员

信息监测上报、返汝人员居家隔离情

况、五包责任落实及重点人员疫苗接种

情况进行摸底逐一排查，要求管理员对

重点人群，加强出入管控，严格执行测

温、扫码、戴口罩、核酸查验等防控措

施。

做好“流调”工作，筑牢监控体系。

为有效遏制疫情输入，风穴路街道第一

时间按照要求，抽调年轻干部组织成立

流调专班，加班加点核查信息，及时掌

握返汝人员动态，保证“网不漏户、户不

漏人”。对于排查出的重点人员，按要求

按政策进行严格管控，及时关注其动向

和健康状况，在做好隔离措施的同时，

安排医护人员上门进行核酸检测，并对

其进行心理疏导，确保隔离人员安心度

过隔离观察期。

同时，风穴路街道在办事处各科

室、各村（社区）村组干部、党员志愿者

“钉”在一线的基础上，动员广大青年志

愿者走进各村（社区），为疫情防控贡献

力量。

风穴路街道

全方位筑牢疫情防控线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

营战 通讯员 李琳斐） 连日来，

市农机局在保证正常工作开展的同

时，从实、从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确

保疫情防控取得实效。

利用农机微信群、微信朋友圈、

短信、横幅等多种形式，深入宣传疫

情防护知识、各级防控工作要求及中

高风险地区名单等疫情防控重点事

项，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和亲朋好友形

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和自我防护

意识，共同营造科学防治、理性应对

的氛围。

对办公区域进行全面消杀，严格

落实人员出入管理、个人防护等防控

措施，严控聚集性会议、活动。安排专

人负责疫情防控数据信息报送工作，

确保数据信息规范、及时、准确。全面

摸排全局工作人员动向和行程码、健

康码状况，全面精准排查中高风险返

回人员，在办公楼入口设置卡点，做

到严防死守，认真落实定时消杀、外

来人员登记、验码测温、佩戴口罩等

防控措施，全力保障机关单位内部的

人员往来和卫生安全。

组织干部职工到 3 个无主小区
24 小时值班值守；做好小区防疫政
策宣讲；严格落实出入人员“双码”、

测温、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查验外来车辆和外

来人员信息；入户排查春节前在外人员返汝以

及外出务工、上学人员情况，建立排查情况台

账，同时，倡导在汝人员克服困难、就地过节，劝

导在汝以外人员少流动、不流动，确需返汝人员

要严格落实社区报备、核酸检测等要求。先后排

查住户 1 30 户、人口 291 人，未发现“红黄码”人
员。

为应对强寒天气，保障 3 个无主小区防疫值
班人员的健康安全，在疫情防控值班点配备帐

篷、棉衣、暖贴等保暖设施，有效解决了值班值守

人员的御寒问题。同时，为配合做好农机局派驻

蟒川镇任庄村疫情防控工作，驻村工作队为任庄

村值班值守人员送去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

物资，让疫情防控工作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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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杨航）

日前，庙下镇迅速贯彻落实省、市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全

面安排部署全镇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全镇稳定、群众平安。

全面排查到位。对所有返乡人员摸排管控，对来自中高风

险地区及关联区域的返乡人员开展彻底摸排，登记造册，确保

不漏一人，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目前，全镇 24

个行政村均实行日报告制度，并及时准确登记来访人员和车

辆信息，确保重点人员排查到位。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堡垒作

用，组织党员、各村志愿者参与其中。

宣传安排到位。通过微信、宣传车、喇叭、横幅等告知疫情

防控期间具体注意事项，对药店、街道商铺、农贸市场等人员

密集场所逐户进行全面系统的大排查，面对面告知疫情防控

政策，要求各商铺、门店做好日常防控工作。各行政村张贴上

级有关疫情防控最新政策通告，循环播放相关疫情防控知识

录音，广泛宣传。

场所管控到位。由镇政府牵头，督促各村精准落实防控措

施，对辖区门店、网吧、娱乐场所、学校、企业等每天督查排查，

确保防控措施落到实处。该镇坚持“快、严、准”，对发现的重点

地区来（返）庙下人员，根据管控口径严格执行核酸检测、健康

监测、居家隔离、集中隔离等防控措施；对居家隔离人员，均第

一时间上门粘贴居家隔离书，落实“四包一”。全镇党员干部群

众以强有力的举措，筑牢了疫情防控屏障。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高素会）

按照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市应急管理局高度重视、周密部

署，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按照职能职责分工，主动服务，全力以

赴做好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工作。

自 1 月 1 0 日以来，该局积极配合钟楼街道开展“三无”小

区疫情防控工作，每日派 1 8 名志愿者分别到钟楼街道分包市

政公司 1 号院、幸福巷 1 号院、人口公园 3 个无主小区开展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每个小区每天 6 人分 3 个小组轮班值守，从

严落实登记、交接、值班、宣传等措施要求。应急局领导带队到

分包小区执勤点进行检查，慰问坚守一线的值守人员，送去防

护物资和取暖设施，详细了解小区基本情况和小区人员的进

出登记等工作。

从严落实内部疫情管控，切实强化人员管理工作，做好疫

情防控日常动态管理和检查工作，严格管控好本单位的“小

门”。利用“安全汝州”微信公众号、微信工作群宣传普及疫情

防控知识和冬季安全宣传知识，正确引导干部职工和群众执

行防控要求，掌握最新政策，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同时，严

格落实领导带班 2 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和

信息报送，做好物资和人员准备，确保发生突发情况能第一时

间有效处理。

积极发挥应急部门的物资保障作用，根据市委、市政府的

安排，该局立足岗位职责，自觉服从服务疫情防控工作大局,为

市疫情防控卡点发放一批救棉衣、棉大衣、帐篷等御寒物资

4 04 件，用于疫情防控应急保障，有力地支持了疫情防控一线

工作的需要。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措施同时，市应急局持续保持高压

态势，继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集中排查整治，督促排

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加大巡查检查指导力度，督促企业扎实

做好疫情防控条件下的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积极引导企业

科学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工作，做到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两不误，努力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李鑫峰）

“希望大家能充分发扬志愿者精神，迎难而上，在做好自我防

护的同时，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近日，杨楼镇党委、政

府组织招募大学生、入党积极、老干部等各类志愿者 1 2 8 名，参

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自新一轮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杨楼镇全体党员干部

职工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多措并举构筑严密防线。在防控

工作中，该镇积极入户宣传防控知识，普及科学防控方法，协

助排查、流调、消毒、管控等工作，引导广大群众正确理解、积

极配合、科学参与疫情防控。

该镇还要求辖区内各类网吧、K T V 、家宴城、洗浴中心、足
浴店、美容院等封闭密集场所暂停营业，镇卫生院对居家隔离

人员进核酸检测、体温测量、对居住场所进行消杀。

“在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杨楼镇各村通过大喇

叭、小广播、宣传车等循环流动播放我市疫情防控宣传音频，

并悬挂横幅 300 余条，以实际行动引导村民参与共同抗疫。”杨
楼镇相关负责同志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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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您回来了，出示一下健康码和行

程码吧，我再给您测量一下体温。”“好嘞！

今天天这么冷，你们几个可得穿厚点。”1 月

1 4 日上午，室外温度零下 3 摄氏度左右，天
上还飘着零星雪花。在紫云路街道马窑村

村口疫情防控执勤点，大学生志愿者马一

翔和其他几名志愿者正在对进出村的群众

登记，引导大家扫码，同时提醒他们戴好口

罩，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马一翔告诉记者，他现在就读于辽宁

工业大学。自 202 1 年 1 2 月 2 1 日放假回

村，在家隔离 1 4 天后，就报名参加了村中
的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我作为一名大

学生又是入党积极分子，我应该冲锋在前，

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面对记者的

采访，马一翔认真地回答道。

自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马

窑村村委会立即组织村组干部、党员、群

众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全村只留一个进

出口，并在村口设立执勤卡点，严格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对进出村的群众进行登

记、检验，并对全村的返乡和外来人员进

行流调排查。

“目前村中参加志愿服务的大学生有

十多名，村委会成员和村组干部也全员上

阵，还有老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都参与到了

疫情防控工作中。”马窑村党支部书记马福

卫介绍，该村疫情防控工作分工明确，有轮

班在村口执勤，有上门到隔离群众家里送

药，还有进行流调排查等，各项工作都在有

条不紊地开展中。

当日，记者走在马窑村的大街小巷，天

气虽然寒冷，但街道中并不冷清，只见几名

身穿志愿者服装、佩戴着口罩的村委会工

作人员，正在为村中绿化带安装栅栏。据了

解，当前的疫情防控并没有影响该村其他

工作有序开展，马窑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正在加紧开展村中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

“我们马窑村面积比较大，自然村也

很分散，自街道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

以来，我们村成立工作专班，组织了 1 00
多人。清理街道垃圾，清除绿化带杂草，

铲除墙体小广告，治理污水横流，还动用

5 台大型机械清运杂物。目前，正在安装
村中绿化带的栅栏。”紫云路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马窑村包村干部谢亚凯介绍，为

了节省成本，马窑村安装的绿化带护栏

都是自制的。由村委会采购回竹子原材

料后，工作人员动手分割，然后按照设计

的样式制作，最后安装时还要用铁丝捆

扎，从而保证栅栏的美观效果和牢固性。

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时分，在村委

会大院的栅栏制作现场，工作人员抬

出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大盘鸡和几袋

白面馒头招呼施工人员吃饭。“你们的

伙食不错啊，这大盘鸡看着就感觉色、

香、味俱全。这是谁做的？”当记者问起

这大锅饭是怎么做出来的时，马福卫

却笑而不语。

“这都是马书记的爱人做的。而且

饭菜天天不重样，为我们马窑村几十名

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可是出了大力！”

谢亚凯告诉记者，马福卫的爱人是我市

城北小学的一名教师，因为今年的疫情

原因学校放假早，她主动请缨参加到志

愿者队伍，并自掏腰包购买食材为疫情

防控和人居环境整治的工作人员做饭，

做好后勤保障。

“马窑村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也未放松。我们采

取村组干部包街的形式，做到专人专责，

绿化美化街道，栽植景观树木，打造景观

小品，为群众创造美观舒适地生活居住

环境。下一步，我们还将按照市委、市政

府的部署，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整修马窑村主次干道，方便群众出行，从

而保证疫情防控和各项重点工作两不

误！”谢亚凯说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马窑村全村总动员 阻断疫情扮靓家园

① 村口志愿者正在为进出村的村民
登记、测温

② 为志愿者提供午饭
③ 工作人员在自制绿化带栅栏

医护人员上门为城北社区居民进行核酸检测

庙下镇

从严从细抓落实 疫情防控不松懈

应急管理局

精准施策全力以赴战“疫”情

杨楼镇

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