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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2 日，福建省漳州台商投

资区角美镇党委召开重大疫情防控

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这是全

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后，漳州市率先部署疫情防控工

作的乡镇。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角美镇党委在漳州台商投资区党工

委、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头等大

事抓实抓细抓好，迅速行动，提前部

署，紧急召开会议，安排防控值班

表，制定分工方案及应急预案；全镇

31个村、12个社区、4个农场在疫情

防控期间，讲政治、顾大局，联防联

控、通力协作，严格值班值守，坚守

防控一线，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

和各项应急准备工作，确保辖区内

社会稳定、群众健康。

一座棚就是一座堡垒
勇担使命党员先行

疫情防控重点在基层、难点在乡

村。一大批优秀党员充分发挥组织协

调能动性和示范带头作用，角美镇青

阳棚临时党支部党员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24 小时全天候对进出人员及

车辆进行仔细登记；对外地返村人

员基本信息、人员动向进行动态排

摸；对自己负责的卡口附近群众进

行监管，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通

过张贴宣传标语，发放通行证，确

保家家户户知晓疫情；坚持每天对

通道、门口、垃圾投放点等公共场

所进行消毒……

“越是关键时刻，党员就越要冲

锋在前，牢记初心、不辱使命。”角

美镇党委副书记、石美片区党委书

记胡勇钦介绍，“为切实加强党的

组织领导，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我们在青阳棚疫情防控一线检

查点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目的就是

要检验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

力，以防控工作的实际成效彰显基

层共产党员不惧危险、勇于担当的

中坚力量和示范作用。成立临时党

支部的流程我们尽量做了简化，但

是授旗和宣誓仪式不能少。防疫任

务责任重大，共产党员一定要带头

履职尽责、率先垂范，发挥作用，坚

决做到疫情当前、冲锋在前，疫情

不退、党员不退，让党旗始终飘扬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青阳棚路口是石美、埭头、南

门、西边和石美居（老街）五个村居

的必经通道。疫情阻击战打响后，角

美镇石美片区党委就组织党员、民

兵、乡村 110 以及志愿者在青阳棚

设立防控卡口，对所有进出人员进

行体温测量、排查登记和疫情防控

工作的宣传引导，全力保障五个村

居群众的健康安全，起到了群防群

治联防联动的积极作用。目前，该检

查点共组织了五个村的乡村 110队

伍、民兵应急分队、志愿者队伍等人

员 50多人，其中党员就有 32人。临

时党支部由参与疫情防控的村、社

区党员干部、驻村党员、村（社区）居

民党员、党员志愿者等组成。同时，

临时党支部还成立了“党员先锋队”

“党员突击队”“党员志愿服务队”。

临时党支部进一步强化自身综合素

质，提高自身防控工作能力，理性甄

别网络信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

行正面、准确地宣导，引导大家不恐

慌不传谣不信谣，让民众主动、自觉

配合政府防控工作，将疫情防控工

作落到实处、细处。

“组建临时党支部，重在发挥党

组织宣传引导、组织发动群众的重

要作用。岗位临时，但责任不临时、

作用不临时。只有广大党员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牢记人民利

益高于一切，关键时刻拧成一股绳，

敢于闯最危险的地方、勇于挑最沉

重的担子，才能全面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

的答卷。”角美镇党委书记陈溪南这

样说道。

党员的举动，潜移默化影响着

志愿者。林裕祥、陈进吉、黄雅端、张

仁智等一批同志主动向临时党支部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截至目前，共有

基层民兵及志愿者等 17 人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他们坚定地表示要在

岗位上向党员看齐，在组织的引领

下，让自己更有力量地服务群众。

在防疫工作中，蔡店村 87 岁高

龄的老党员蔡明拱，骑着三轮车，

带着小音箱，穿梭在仓里社进行疫

情防控宣传：让大家少出门，积极

配合政府的防控工作，有什么情况

要及时汇报。埭头村党员干部在工

作队微信群自觉发起爱心捐款，主

动当起了送货员，为武汉返乡学生

黄小华一家代购大米、蔬菜、水果

等生活必需品，并送至其家中，最

大限度地保障其生活需求，让隔离

人员无后顾之忧。杨厝村党支部书

记杨伟强自掏腰包购买 7000 只口

罩发给全村村民，让村民每个人都

可以领取到 2 个口罩，并把价值 20

万元的防护物资无偿捐赠漳州市

第五医院……

还有很多夫妻党员、两代人老

少党员齐上阵的感人事迹：蔡店村

有夫妻党员蔡美环、庄聪杰，父子党

员蔡明拱、蔡和炳，父女党员蔡育

可、蔡蜜蜜；埔尾村有夫妻党员王志

勇、林小蓉；母子党员林水盆、林少

彬；父子党员林国龙、林泰森，林建

成、林少伟；埭头村有母女党员张惠

娟和吴名纯……

像这样的优秀党员还有很多，

正是他们，让党旗在疫情防控的第

一线高高飘扬。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志愿服务点亮城乡

在一线疫情防控工作者的身

后，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以不同方式

陆续加入到战疫中。

从年前开始，台商区角美镇 40

多名乡村医生严阵以待，夜以继日

地奋战在这场无硝烟的硬仗中。南

门村村医陈少文、玉江村女村医郭

翠莲、林宝珠等基层医务工作者无

所畏惧地坚守，入户排查、登记、

巡查村里的各检查点，测量体温、

讲解预防病毒的方法、交代居家隔

离注意事项，安抚居家隔离者的情

绪……做到“责任到人，管理到户”，

确保所有隔离观察人员“一个不少、

一次不漏、一人一档”。

舍小家顾大家，在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他们只是无数医务人员坚

守岗位的缩影。

走进角美镇各地的街头巷尾、

村庄社区、火车站和高速公路出入

口，随处可见头戴红色帽子，身穿红

色马甲的角美青年志愿者的身影。

他们不分昼夜、不辞辛劳，在疫情防

控的各条战线上认真值守。他们职

业不同、年龄各殊、口音各异，却共

同用行动默默诠释着“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杨厝村五个路口60多个志愿者

24小时轮班在各村社路口值勤；埔

尾村的村路口志愿者林小容每天从

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整整 12个小

时，她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同样的

事情；不是角美人的吴兴菊，没办法

回老家，她深入龙池社区协助宣传、

排查、送物资；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李

钰协助金鸿社区跟踪落实外地人员

信息、防疫宣传……

在角美大地，还涌现出很多夫

妻、母子、父子、母女甚至是一家四

口都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他们

积极参与这场疫情战斗，在每一个

服务点为出入群众测体温、作登记。

作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重要力

量，这些处处涌动的“红马甲”，汇成

全社会并肩战疫的暖流。

让党旗高扬在疫情防控一线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

雨儒 王晓玲

角美镇党委书记陈溪南（右）在防控一线 镇长曾小明（左二）在防控一线巡查

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巡查

风大了就躲进临时值守点的帐

篷里，冷了就烤火，饿了就吃方便

面、烧洋芋……这就是四川省达州

市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大坪村党员

干部抗疫期间的生活场景。疫情防

控工作启动以来，他们坚守一线，

全力抗击疫情，用责任和使命保护

大坪村群众的平安。

筑牢抗击疫情坚固防线

龙泉土家族乡大坪村和重庆市

城口县明通镇接壤，两地联姻较

多，人员流动频繁，疫情传播风险

高，形势严峻。1月 23日早上，支部

书记徐丕兰就组织召开了村支两委

会议部署抗疫工作。

大坪村迅速排查全村人员，排

查出湖北返乡人员12人，随即安排

人员一对一服务，做好居家隔离及

信息上报相关工作。落实党员包

户，并通过短信、微信群、电话传递

信息，“大家不串门，肺炎不上门，

少吃一顿饭，感情不会淡……”这些

短信在最短时间里就传给了每位村

民。第一书记屈德胜带着县农业农

村局支援的价值 2000 多元的慰问

物资早早地返回了岗位，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

大疫面前有大义，全村村民踊

跃捐款，120 户村民共捐款 26313

元 ，其 中 52 户 贫 困 户 共 捐 款

11003 元。贫困户张德宣、孙浪、孙

天晴主动捐款 500 元，他们对村

干部说：“国家出钱给我们修房、

修路，现在国家有难，我们捐点钱

也是应该的。”

冲锋在前尽显党员本色

“我是一名党员，保护村民是我

的责任，我儿子有他爷爷照看，我

年轻些，更应该走在前面。”33岁的

党员赵宗亮说。2019 年，他的两位

亲人因车祸去世，他的儿子正需要

父亲的陪伴，面对其他人的劝说，

他仍坚持参加值守。

在狭窄的山路上，有一个用油

纸布搭建的临时值守点，大坪村的

8 名党员干部分成两组轮流值守。

65 岁的老党员杨柏树始终坚守在

劝返点，一天也未曾缺席。一个月

下来，他们共劝返人员 200 余人

次，劝导群众取消红白喜庆事宜 8

起，12 名居家隔离人员也全部解

除隔离。

紧抓春耕生产助农增收

为了确保疫情防控、春耕生产

两不误，大坪村党支部决定，所有

党员干部负责自己的包户村民，迅

速逐户统计春耕春播生产物资需

求，防止人员大范围流动。

村主任孙天举作为致富带头

人，主动承担联系农用物资经销商

的责任，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货源

筹备工作。帮扶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在第一时间将预订的 40 吨复合肥

送到了农户家中。党员李志中用自

己的摩托车为贫困户运送春耕春播

物资。懂技术的党员干部还深入农

户家中，传授种植养殖技术、解答

技术难题。

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全村完

成了 130 余公顷木瓜的除草施肥，

播种蔬菜近 14 公顷，孵抱土鸡苗

2000羽，为 2020年产业发展、巩固

脱贫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龙

泉土家族乡大坪村党员干部冲锋在

前，尽显党员本色，让党旗高高飘

扬在大山深处疫情防控一线，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大山深处筑起“铜墙铁壁”
——四川省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大坪村党员干部抗疫纪实

袁书平 艾祥永

本报讯（杨初）连日来，茅台集

团新任党委书记、董事长高卫东先

后深入到茅台集团所属的扩建技

改项目现场、制曲一车间、包装车

间、茅台职工医院、习酒公司、201

厂、301厂、中国酒文化城、质量部、

勾贮车间、制酒十八车间调研，3天

跑遍 11个基层，通过看现场、听汇

报、问情况等方式，检查公司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对下步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

高卫东首先来到茅台酒扩建技

改项目现场，了解相关情况后，他

强调，茅台酒扩建技改项目事关茅

台的未来发展，要把任务下得更精

准，重点抓疫情防控、抓项目质量、

抓安全生产，抓施工进度，保障项

目按计划建成投产，为茅台“十四

五”发展提供强大动能。

在制曲和包装车间，高卫东关

切询问员工工作情况，详细了解制

曲和包装生产工艺，强调要继续严

格执行工艺，严把原辅料和包材的

采购标准、质量标准，始终保持茅

台酒的品质和品牌优势。

在贵州茅台医院项目现场，高

卫东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仍不能放

松，要坚持严管严控，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要做好防疫物资保障，落

实各项防疫措施，将防控工作抓

细、抓实；要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加

强与省内外知名医院的交流合作，

大力引进和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确

保贵州茅台医院早日投入使用、福

泽地方。

高卫东强调，要坚持加强党的

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把党

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党

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中，把党

建优势体现到生产经营、改革创新

上来，为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

证；要严守纪律规矩，持续深化专

项整治，进一步健全完善防腐制度

体系，全面贯彻落实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坚持专项整治与

健康发展一体推进；要坚持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双加强、两不

误”，既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又要为全省按时高质量打赢脱

贫攻坚战作出积极贡献。

陕煤黄陵矿业一号煤矿：
把好“三脉”
促安全管理再提升

本报讯（倪小红）随着重点建设

工程项目相继复工复产，人员流动频

繁，近日，陕西陕煤黄陵矿业有限公

司一号煤矿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紧紧围绕矿井安全生产工作，

不断压实责任，加强安全管控和经营

管理的力度，促进管理工作再提升。

把准“防疫脉”，筑牢疫情防控

网。为保障职工身体健康，扎实推进

重点建设工程项目顺利复工复产，该

矿制定严密工作方案，压实防控责

任，落实网格化管理，对各类人员进

行全面摸底排查，做到信息准确、台

账清晰、不漏一人。

把好“管理脉”，守好安全“压舱

石”。该矿通过实施专项检查、突击夜

查、回头复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

运用“隐患信息化管理平台”进行全

过程动态监督，确保整改到位。

把好“经营脉”，夯实基础增动力。

该矿强化成本管控，落实经济责任，建

立完善系列管控制度，在做好重点工

作保障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现、利用

废旧材料“剩余价值”，减少新材料的

投入，努力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西宁市城中区：
社区书记工作室
“坐诊”解决群众难题

本报讯（宁文）近来，在青海省西宁

市城中区七一路西社区，遇到难题就找

“书记工作室”，成了辖区居民的新习惯。

据了解，“书记工作室”是建立在

以社区党委为核心，辖区党组织书记

和“幸福党建”联盟成员单位党组织

书记为中坚力量，为更多辖区居民提

供关爱、帮助与服务的平台。

“社区成立‘书记工作室’，每月

15日设立‘书记接待日’，就是奔着解

决问题去的，让广大辖区居民群众与

书记们进行沟通交流，倾听大家的心

声和诉求，答疑解惑，更好地为大家

服务。”城中区礼让街七一路西社区

党委书记张卫英介绍。

疫情期间，“书记工作室”成为了

社区和居民携手防控、互通信息的连

心桥。前不久，居民向“书记工作室”

反映，院子里有一家租户回来了，大

家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有点担心。当

天“坐诊”的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

付建珍立即联合辖区派出所民警进

行入户核实，并将情况反馈给了居

民，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目前，该社区的“书记工作室”已

通过多种方式收集居民意见建议 36

条，整合资源、按需分类，“线上”“线

下”解决办理36件；发动辖区党员和

志愿者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23 场次，

不仅让书记们真正走进群众，也让党

建“触角”延伸向了基层。

山西太原市：
文化执法严把关
疫情防控促生产

本报讯（李明霄）近日，山西太原

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严格落

实上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各项安排

部署，充分发挥文明标兵单位模范带

头作用，认真组织全体干部职工以强

烈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积极投身

疫情防控工作中，为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

自接到太原市委组织部关于组建

干部突击队下沉一线抗击疫情的文件

后，队领导高度重视，大队党支部提出

“参战”倡议，全体职工踊跃报名，结合

文旅市场检查工作繁重、人员不足的

实际情况，经队领导审核研究决定选

派李明霄、张兴伟、李耀青3名同志下

沉一线完成疫情防控战斗任务。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

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张兴

伟同志被派往街办，他深入社区支援

抗疫，支援卡口防疫，助力“门户守

卫”，每天对小区出入车辆进行登记、

对人员进行测温、为隔离人员买菜、送

东西，“身兼数职”，既是采购员、又是

快递员，既是门卫，又是监督员，与社

区工作人员用行动和真心实实在在为

群众织起了一张疫情防控“保护网”。

李明霄、李耀青两位同志响应号

召、积极请战，作为下沉一线抗击疫

情的突击队员，他们下基层、入企业，

分别到各自对接的企业报道，成为

“加强疫情防控、助力复工复产”的驻

企干部。面对复工复产返岗人员较多

的局面，他们加班加点，出主意、想办

法，对上百人的企业员工进行逐一摸

底排查，落实防控物资到位、设立疫

情隔离室等措施，与企业“同呼吸、共

命运”，为企业出谋划策，对照企业特

性作出了针对性较强的防控预案和

措施，真正为企业做到“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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