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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以来，垛石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和 154 个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们冲锋在前，
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无声的战役中去。

他们踊跃奔赴疫情防控一线，不论是高
速路口还是乡村路头，随处可见“红马甲”们
的身影。村口关卡值班，做好出入登记；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提高防控意识；排查外来
人员，收集疫情信息；清理环境卫生，切断传
播途径……迅速构建起了一条条安全防线。

通行卡口 全天值班

断疫情传播途径
“不好意思，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疫情特

殊时期，外地车辆一律不得入内，为了大家
的身体健康，请您返回，还望谅解……”身穿
志愿服务“红马甲”的垛石镇建委办公室负
责人王敏，正极力劝说一辆外地车辆，可以
看到，在寒风中，他的手早已冻得通红。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期，高速出入
口、国省道路口成为关键地段，垛石镇济北开
发区高速出入口设卡点需要 24小时值班值
守，该镇45名志愿者主动请缨，分三组轮流倒
班24小时无缝衔接防控，严格对出入车辆去
向、人员信息及体温测量进行登记，严防疫情
传播。疫情来势凶猛，他们根本来不及做好
防护措施，就冲上一线，他们没有专业的隔离
服、护目镜，有的只是一只普通的口罩，依然
在冷风中，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因为他们知

道：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志愿者。

入户排查 群防群控

聚联防联控合力
“特殊时期，我们要把好门，登好记，才

能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垛石桥村
党支部书记杜仁武朴实的话语，体现了一名

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每天早上，天刚蒙蒙
亮，杜仁武就与志愿者们挨家挨户敲门，对
外地返乡人员进行排查、登记。一天下来，
常常来不及喝口热水，饿了就在村“两委”值
班室吃包泡面,自从年三十接到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10多天来每天如此。

该镇130个志愿服务站队员们组成摸排

小组对村内群众逐户走访排查，对辖区内群
众的基本情况、有无外来人员及保护措施等
逐一调查核实。提示群众尽量减少外出，保
持室内通风，科学预防，不信谣不传谣。同
时，做好公共场所的日常消毒消杀等工作，
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街头巷尾 广泛宣传

展志愿服务风采
“大娘，请您看看，这是政府发的宣传

单，尽量不要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啊……”
在小李村每条道路上的“红马甲”身影随处
可见。这是一群舍小家为大家的人，他们主
动请缨，走街串巷，不厌其烦地提醒着乡亲
们关注自身防护，不串门、不扎堆、勤洗手。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该镇文明实践
志愿者深入各村开展防控宣传，累计发放、
张贴《致全体市民一封信》30000 余张，预防
公告、简办婚丧嫁娶倡议书、外省返济人员
主动报告的通告等 3000 余份，同时利用“富
美垛石”微信公众号、各村的大喇叭及镇驻
地电子显示屏全天滚动播放疫情防控常识，
切实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垛石镇志愿者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在
寒风中，带着自己的善心与爱心，冲在保护
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线，用行动践行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这个最寒冷
的冬季，他们是我们身边最温暖的颜色。

（周振华）

“党员承诺书”强化党建引领
工作中，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在抗击

疫情中的凝聚力、向心力，提升党建引领疫
情防控水平，新市镇为全镇各级党组织印制
下发了“党员承诺书”展板，号召全镇党员以
签名方式认领职责、亮明身份。活动发起
后，该镇党员干部积极参与，以签名为宣誓，
以签名做承诺，以签名表决心。签名后的展
板全部张贴于村主干道卡口处，时刻提醒党
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
感，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
量。

“精细化网格”强化村级防控
为进一步提升村级网格精细化管理水平

和管理能力，该镇以村居为单位，以道路为界
限，将每个村划分为若干网格，作为疫情防控
的基本单元。在网格配置上，每个网格指定
一名党员为负责人，并分配若干网格员形成
网格小组，形成了完整的党员网格划分及巡
逻路线示意图，切实做到了把联防联控措施
落实到每一个网格，实现了网格管理全覆盖、
无遗漏。同时，新市镇将示意图与党员值班
表共同制作成展板张贴在各村值班卡口，并
将网格示意图落实为各类村级工作的长效网

格化管理标准。

“十项工作规范”完善卡口管理
工作中，该镇结合村居 24小时封闭式管

理工作要求，进一步细化完善了村级卡口工
作规范，从值班备勤、物资配备、登记测量、人
员管控、民生保障等方面制作了十项工作规
范展板，并将其作为村级疫情防控工作准则
全部张贴在镇域88个卡口处。各村组织全体
党员、巾帼先锋队、青年志愿者进行集中学
习，并把十项工作规范作为疫情防控应知应
会内容的重要部分，确保全镇各村卡口工作
规范统一，值守备勤有据可循。 （刁力洪）

新市镇“三个强化”提升村级疫情防控水平

为进一步强化村级疫

情防控能力，全面落实“十

个一律”工作要求，新市镇

从党建引领、网格管理、工

作规范三个方面发力，以

“三个强化”全面提升村级

疫情防控工作水平。

抗击疫情防控有我 垛石镇志愿者在行动 回河街道

一证一出入，疫情防线不放松
本报讯 随着一些工厂、企业复工，近期村民要求外出工作

的现象日益增多，基层防疫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为了继续按照
“十个一律”防疫方针严格控制人员进出，同时确保村民可以正
常上下班，街道专门制作了外出工作人员通行证并下发到各
村。

据了解，通行证分上下两联，上联为出行人持有，下联由村
（社区）疫情防控小组留存。有外出工作需求的村民在村（社
区）疫情防控小组处领取并填写通行证，通行证上除了要填写
姓名、身份证号、工作地点等基本信息，还必须写清楚“出行信
息”，包括外出时间和中途停留地点，最大程度的帮助各村（社
区）疫情防控部门掌握出行人的外出轨迹，有效避免了出行人
前往疫情敏感地点却无法监控的不利情况发生。

工作在村庄防疫一线的志愿者表示，相较之前出村需要在
卡口处现场登记排查，出入通行证的使用大大简化了出入流
程，缩短了进出时间，疫情防控小组掌握的出入信息也更加详
实，同时也降低了执勤人员的工作量。 （张 函）

济北街道

开展手持式居民身份证

阅读机具培训
本报讯 为提高疫情防控工作中辖区居民的识别精准度和

工作速度，济北街道充分借助手持式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辅助
居民小区管控和入户摸排排工作，于近日开展手持式居民身份
证阅读机具培训活动。

培训中，该设备销售方工作人员向济北街道各社区工作人
员详细介绍了设备操作系统、具备功能、账号设置、使用方法和
数据管理等内容。据悉，该设备集身份信息识别验证、用户指
纹采集与识别比对，图像采集、触屏控制和智能通讯功能为一
体，薄小轻便，可大幅提高识别辖区群众身份信息工作效率，利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快速进展。 （武庆富）

市场监督管理局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防联控，多措并举，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战。
强化药品医疗器械质量监管。重点对疫情防控相关药物、

抗病毒类药物、医用防护口罩等生产及批发零售企业进行监督
检查，坚决杜绝质量不合格的产品流入市场。约谈药品零售企
业。要求各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主动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坚决按要求，确保货源对相关产品的供应和质量，加强价格自
律、诚信经营、自觉维护市场秩序，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监管和
指导，全力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对药店销售发烧、咳嗽等相关
药品实行登记报告制度。要求药店落实实名购药制度，对购买
发烧、咳嗽等相关药品的用药人的身份进行查验并登记，由区
市场监管局统一汇总辖区内药店的报送信息，并按时向区指挥
部报送，同时交各镇（街道）处置。 （王 雷）

新市镇王碱场社区

“1+24”双层防护更安心
本报讯 新市镇王碱场社区是镇上建设较早较成熟的社

区，在此次防疫工作中该社区采取“双层防护”的工作方法，对
人员进行“双管理”，确保疫情防控万无一失。

“因为我们社区布局规整，管理也比较规范，越是这样我们
就越不能放松警惕。”王碱场社区的负责人王良年向笔者说。
据他介绍，王碱场社区原本有两个大门，为了方便管理，现在封
闭其中一个，只留下一个用来出入，并设置了一个24小时值班
卡口，凡出入社区的人员车辆均要进行身份核实、登记并测量
体温。在家的20名村党员分成两人一组，自发到卡口进行轮流
值班。为加强防护，使疫情防控工作更加万无一失，王碱场社
区将整个社区以楼道为单位，分成24个小网格，每个网格设置
一名网格员，这一个楼道里所有的村民外出、回家都要向网格
员报备，再由网格员向村委汇总。这样，由一个总值班卡口和
24个小网格组成的双层防护网就形成了两道坚固的防线，牢牢
地守护着王碱场社区群众的安全。

疫情来势汹汹，王碱场社区的“1+24”双层防护措施将疫情
牢牢挡在了家园之外。 （郝 皓）

垛石镇

姜窑村贫困户变身战疫先锋
本报讯 在垛石镇疫情防控一线，姜窑村贫困户姜治波主

动请缨值班值守，轻伤不下火线，冲锋在防疫工作的第一线，变
身战役先锋，做防疫最美逆行者。

疫情发生后，垛石镇姜窑村及时设置了劝返点。正值寒
冬，劝返点设施简易，工作强度大，57岁的贫困户姜治波主动请
缨担负起劝返点值班值守工作，对进入本村的所有人员量体
温、消毒并监督他们带好口罩，做好登记。初六上午，他在值班
巡逻过程中，不慎滑倒，头部碰到墙角，顿时血流如注，伤口达
10余公分。村负责人见状，赶忙把他送到镇卫生院缝针包扎。
经4天住院治疗，回家后，他仍每天坚持到村路口，帮助他人值
守，众人纷纷劝他回去休息，他说：“在俺困难的时候，是党和政
府帮助了俺，是党的扶贫政策使我脱了贫，现在正是需要人手
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也要为村里出一份力！”

除姜治波之外，该镇还有许多贫困户积极投身于防疫工
作，如宋家村赵玉林、柳家村李元清等，他们有的在劝返点执
勤，有的在村内进行疫情宣传，还有的做卫生清洁和消毒消杀，
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防疫阻击
战。 （周振华）

本报讯 2 月 10
日下午，区检察院书
记员崔胜华拿出自
己 2200 元 工 资 ，购
买 500 斤 84 消毒液
原液、15箱八宝粥和
10 箱方便面捐献给
了老家新市镇段家
村，以实际行动诠释
了一名普通职工的
大爱情怀。

崔胜华了解到
老家乡亲们连日来
冒着严寒黑白值班，
严防死守抗战疫情
很辛苦，就更想为战

“疫”尽绵薄之力，便
及时送去了这些物
资。

村支书王富贵
动情地说，“真诚感
谢崔胜华的支持。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大战

“疫”宣传力度，把工作做实做细，相信一定打赢
这场防疫攻坚战。” （冉庆亮）

检察院职工捐助物资助力抗疫

本报讯“这些蔬菜都是老卢自
掏腰包给社员买的，够大家伙吃段时
间了。”对于老卢的做法，村民纷纷伸
出大拇指，称赞他有觉悟、有担当！

村民口中的老卢是回河街道安
家村党支部书记卢世才，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保障村民
正常生活，卢世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自费购买白菜、菜花、卷心
菜各 500 斤免费发放给村民。笔者
在现场看到，2棵白菜、4个菜花、5棵
卷心菜为 1 组，有序摆放在村广场
上，村民以户为单位戴着口罩有序领

取。“现在疫情这么严重，能不外出就
尽量别出去了，这些菜先拿回家吃
着。”发放现场，卢世才对村民如是
说，“这是平均分的数量，对于人口多
的户，按情况会多发一些。”对于自己
的善举，卢世才一再表示，作为党员，
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只要村民安全
了，一切都值得。

少出门，不聚集，仅仅靠堵是不
行的，还得疏堵结合，从有效解决群
众生活需求入手，让群众在家“宅得
住”，卢世才的这一做法不失为一种
有效的方法。

（李 磊）

回河街道安家村44户村民
喜领爱心蔬菜1500斤

本报讯 2月10日上午，回河街道
吴寨村 12 岁少年赵金科来到村委
会，对村支书说“支书爷爷，这几箱方
便面是我用压岁钱买的，请您帮忙带
给社区门口值勤的叔叔阿姨吧，我虽
然不能替他们值班，但是我也想为战
胜病毒出一份力”。村委会在场所有
人都很惊喜，没有想到一个 12 岁的
少年能有如此担当，一线抗“疫”战士
们得知这件事，都非常感动且深受鼓
舞。

回河街道正是因为有了一个个
像赵金科这样有责任有担当的普通
人的支持，村里的抗“疫”斗争才得以
减轻了巨大的压力。

2 月 8 日，房庙村的许逢刚为村
里驻守的值班人员送来 12 件军大
衣，20 箱方便面，为值班人员提供坚
实的后勤保障；张保村入党积极分子
张鑫费尽周折购买来一台稀缺的额
温枪并无偿捐赠给村里用于卡口测
温检查。

2月9日，中杨村村民张田诚、张
田忠捐赠 10 桶 84 消毒液、20 桶酒精
和 10箱方便面用于村里的疫情防控
工作；卢家村卢纪东、卢辉、卢钦超、
卢成亮、臧学凤几位村民为村里捐献
消毒液、电动喷雾器支援村里的消毒
工作；大任岸村马训涛、马训功兄弟
为执勤人员捐赠 20 件棉衣，为值班
人员带来冬日里的一丝温暖。

2 月 10 日，南陈村王浩、王猛两
位村民捐赠一次性口罩 10000 只、消
毒喷壶 3 个和消毒液 500 斤，极大地
缓解了村民缺少口罩和消毒液的状
况；永丰物流沧州专线和慧和超市两
家爱心企业分别为大安村和北张村
捐赠 10桶消毒液；小淮里村杨兆杰、
杨兆超和杨元帅三位群众为北张管
区捐赠500斤消毒液……

正如当年群众们自发用小推车
支援解放军赢得淮海战役一样，如今
的“防疫战”也必将在广大群众的无
私支援中赢得最终的胜利！（通讯员）

回河街道
12岁少年捐压岁钱助力防疫

本报讯 近日，乡村振兴服务队济阳区 4 队
一行人来到新市镇帮包村，为村级疫情防控工
作捐赠了口罩 500 余只，75% 的酒精 100 多斤，
84消毒液120斤。

每到一个村，服务队队员们都亲自将物资
送到值班卡口，详细询问村内疫情防控工作情
况和存在的困难，查看卡口登记测量记录，并向
值守的党员、青年志愿者、妇女代表致以了诚挚
的慰问。在走访过程中，服务队成员也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结合本职工作为村级防控建言献

策，市社保局的服务队成员介绍了疫情防控期
间的各项保障政策，市传染病医院的服务队成
员介绍了传染病基础预防知识……

服务队队长刘春强要求各村务必严格落实
“十个一律”村居防控工作要求，坚决执行24小
时封闭式管理，各卡口要进一步强化守土意识
和责任，按工作规范落实各项工作要求。同时，
他表示服务队也将尽全力为村里提供必要的支
持，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为村级疫情防
控贡献一份力量。 （通讯员）

新市镇乡村振兴服务队助力村级疫情防控

本报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垛石镇紧急动员，安排部署，迅速组织

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指挥部
工作组，多举措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

在面临紧急时刻防控
物资紧缺的情况下，近日，
润东家庭农场总经理菅秀
鲁与菅崇睿父子向镇防疫
指挥部捐助价值3000余元
的 84 消毒液 150 斤、白菜
400 斤、西红柿 4000 斤；新
官屯村唐大伟委托该村负
责人向镇防疫指挥部捐赠
防护服 20 套；北辛村王小
建向镇防疫指挥部捐赠84
原液 1000 斤；东杨村王峰
向镇防疫指挥部捐赠2000
元……这些爱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积极捐款捐物奉献爱心支援疫情防控工
作。 （周振华）

垛石镇爱心人士、企业捐款捐物共抗疫情

整治城乡环境
共创清洁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