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新济阳

责编：焦其旺 刘 婧 美编：朱 娜

综合新闻
2020年2月14日 新闻热线 (0531)84232038 E-mail:jizhe666888@126.comXIN JIYANG

“这是我们第一次上‘战场’”
“看到了镇上的《战‘疫’日志》后，我们

深有感触，父辈们的工作多么艰辛，我俩也
想参与到疫情防控第一线，为全村的亲人们
做点贡献。”

1月 28日正月初四，仁风镇肖家村女大
学生肖安红和李文丽二人一拍即合，号召了
全村 20余名青年学生加入到村“两委”组织
的疫情防控工作中。扛起青年志愿者队旗，
仁风镇第一支青年先锋队就此成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二人制作的视
频，观看量已经突破 10 万。来自全镇各管
区、村的青年力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大家自觉通过群里“报数”的方式，将火炬传
递下去，吹响了全镇志愿者抗疫阻击战的

“冲锋号”。

“这是我们第一次写志愿书”

“我请求加入史家村疫情防控工作队
伍。共同赢得这场疫情攻坚战的胜利，肯请
党支部批准！”

在史家村，19名青年志愿者向村党支部
递交了全镇第一份志愿书、摁下了第一个红

手印。根据村党支部的统一安排部署，青年
志愿者们借助所学专业知识，积极创新思路
举措，创造性地动用无人机，实时监测道路
关口及村民集聚情况；发挥电脑特长，帮助
村“两委”完成人口摸排信息录入工作。

知行合一、一以贯之。10余天的路口坚
守、入户排查、信息登记、正面宣传……只露
出双眼的他们丝毫没有被严寒和风雪浇灭
热情、动摇初心。

“这是我们第一次明白‘爱得深沉’”
“这几天的人员摸排，可算认清了我的

‘七大姑八大姨’，比我出生20年对这个村庄
了解的都多，热爱的都深。”

在后岳村、王沙村，志愿者们将摸排走
访、值班值守、疫情消杀等工作瞬间记录成
为影像资料，编辑成快闪视频，通过微博、抖
音、美篇等新媒体客户端弘扬主旋路、传播
正能量。

“我最近也看到了乡村振兴专员，如果
有机会，我也渴望成为他们的一员。这两天
的经历，让我对家乡爱得深沉。”谈到最后，
正在实习期的肖安红告诉笔者。

没有集结令，决胜战“疫”就是集结令；
没有军令状，守护平安就是军令状。截至目
前，仁风镇已有 42个村成立了青年先锋队，
448名青年先锋队员携手并进、共克时艰，展
现了新时代新青年的先锋力量。 （张 钰）

党建领团建，
仁风大学生抗疫前线谱写青春之歌

疫情面前显担当。在这场

全民皆兵、全民参战的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仁风镇积极发挥党建

引领团建作用，组成一支含年轻

党员、团员和群众在内的“青年

先锋队”。青年力量凝聚在一

起，展现着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

人的使命与担当。

本报讯 为避免餐饮服务行业在集体
聚餐过程中出现交叉感染事件，自疫情发
生以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深入
一线，加强餐饮单位监管，做好食品安全
领域疫情防控工作。

面对严峻的疫情，要求全区餐饮服务
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严禁在餐饮服务
场所内饲养和宰杀禽畜等动物，禁止经营
各类野生动物；做好从业人员上岗前体
检，严禁发热、咳嗽等病症人员上岗从业；
所有从业人员应佩戴口罩上岗，并建议采
用外卖等方式，避免人员集聚用餐；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规定，餐具严格清洗消毒后

使用；提供网络订餐配送的餐饮服务单位
应对食物外送的保温箱、物流车厢及物流
周转用具进行每天清洁消毒；配合政府部
门加强对疫情防控有关政策法规、科学知
识、防控措施的解读和宣传。

区市场监管局提示广大消费者：餐饮
单位严禁采购、加工制作野生动物、活禽
和不明来源的其他食品；一律不得提供堂
食，可通过外卖对外提供服务。不要在餐
饮店铺进行聚众堂食，最好是打包带走；
在选择网络点餐时，建议选择“无接触配
送”服务，可查看相关店铺和骑手的信息，
选择有资质的店铺和人员配送。（高志国）

市场监督管理局
加强餐饮单位监管

做好食品领域疫情防控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防控工作，提升疫情防控实效性，济北
街道汇鑫社区针对摸排的辖区外来人员
信息，建立了需居家隔离的居民台账，每
天电话询问其身体情况和生活需求。

为了让居家隔离人员生活更有保障，
2 月 11 日，汇鑫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微信，
为居家隔离人员“敲定”购物清单，社区工
作人员化身“采购员”，去附近超市代采代
购，有的物品甚至跑了两三个地方才买

到，尽量满足居家隔离人员的生活需求。
采买完成后，社区工作人员又马不停蹄的
为其送到家门口，并电话告知，赢得居民
的认可。

社区书记齐宝善表示：在切实做好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做好居家隔离人
员的服务保障也是一项重要环节，大家要
一起努力，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打好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

（朱 越）

济北街道汇鑫社区
社区工作人员跑腿代购

确保居家隔离人员生活无忧

太平市场监管所

开展复工企业特种设备专项检查

本报讯 当前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的关
键期，部分企业复工，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极易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太平市场监管所对辖区内已批准复工
企业的特种设备使用情况开展了专项检查。

检查人员现场查看了复工企业的特种设备的运行情况、设
备档案、安全附件及安全保护装置。对注册登记手续、有无超
期未检情况、操作人员持证上岗及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等情况
进行检查。加强特种设备启用前安全检查，督促企业对设备及
安全附件进行全面检查，确保其经过较长时间停用后再开机等
关键环节安全运行。现场指导企业健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档
案，帮助其分析复工期间危险因素，督促企业及时开展自查自
纠、定期检验和员工的培训教育，做到防患于未然。

执法人员提醒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要提前申请到期设备
的检验，避免出现超期未检情况。要严格落实特种设备安全主
体责任，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措施，确保特种设备安
全运行。 （张永岭 高志国）

垛石镇

一村民把自家住宅腾出

作为村防疫指挥部
本报讯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后，垛石镇桥杨村迅速组

织强有力的防疫力量，把防疫指挥部建立在村口，24小时设卡
值班，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天气寒冷，桥杨村群众纷纷捐款捐物支持防控疫情。防疫
指挥部急需一处挡风遮雨的值班场所，连续两年荣获“文明家
庭”的党员齐俊友家庭积极响应号召，把村口用于看护梨园的
闲宅腾出来，作为该村指挥部办公及值班轮休的场所。房屋水
电齐全，指挥部只稍加修整，装上路灯及监控设备后，值班人员
在里面开会议事和换班休息。“看到这么多志愿者轮流站岗，日
夜坚守，这么冷的天，感谢你们不分昼夜守护我们，我也想做点
力所能及的事情。”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凸显出齐俊友家庭的责
任担当与奉献。

据了解，该镇基层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与群众
心贴心。广大群众纷纷捐款捐物，从医用口罩到84消毒液，从
电子体温枪到医疗药物，该镇130个村的防疫指挥部俨然成为
物资储备处，防疫一线人员的加油站。 （周振华）

新市镇

妇女干部创作防疫顺口溜

好听又好记
本报讯“亲人们，听我言。不上街，不串门。多喝水，勤洗

手。手机盯，电视看。关注病例动态情况……”近日，在新市镇
霍楼村，流传着这样一段疫情防控顺口溜，言语质朴诙谐，读起
来朗朗上口，又将疫情防控的基本知识一一涵盖。这是霍楼村
的女支书王秀花创作的，目前已经在村里广为流传。“疫情防控
期间，大家都情绪紧张，我就编了这么个顺口溜，让大家没事的
时候念一念，提醒大家注意防护的同时，也能活跃一下氛围。”
王秀花说。

无独有偶，红庙村妇女主任钟静也创作了这样好听又好记
的防疫知识顺口溜，在村里广发流传。

这种最接地气的表达，得到村民的广泛喜爱。朗朗上口
的顺口溜、亲切熟悉的家乡话，字字说得在理、句句听得舒心，
对呼吁村民做好防疫、戴好口罩、减少串门起到了良好的作
用。

据了解，为把妇女动员起来，从自我做起，从家庭做起，人
人尽责、家家防控，新市镇妇联组织创新宣传形式，既有接地气
的“土法”，又有当下流行的新媒体，村头大喇叭、明白纸、微信、
抖音相互结合，全面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充
分发挥了“半边天”作用，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郝 皓）

垛石镇中心小学

制定多项措施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严峻形势，垛

石镇中心小学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自觉把疫情防控作为当
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多次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专题会
议，对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学校及时建立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疫情联防联控防控体系，
重点做好 24 小时值班工作，全面落实“日报告”和“零报告”制
度，加强对师生家长的每日跟踪管理并及时报告，确保疫情防
控无死角、全覆盖；相继制定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及规章制度和
职责分工、延迟开学预案等相关文件资料，积极加强正面宣传
和引导，要求教职工、学生及家长通过官网、微信群、QQ 群和
新闻等媒体，学习疫情防控相关知识，提高防控意识和能力，积
极配合防控工作；做好学校疫情防控所需物资储备，做好公共
场所的清洁、消毒和通风等工作，全面彻底对校园进行清洁消
毒；利用“空中课堂”确保学生“宅”在家里也能学习，做到“教师
离校不离教，学生停课不停学”。

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学校积极做到“站好疫情防
控的第一班岗、站到疫情防控第一线、记好疫情防控的一本账、
做好疫情防控的每一天，把师生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千方百计把疫情挡在校门外。”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防控疫情，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克难攻坚！垛石镇中心小学将严格按照上级要求，积极
部署、科学防控，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齐心协力打赢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魏尊泉 范玮明）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为保障辖区居民生命健康安全，在街道
统一指挥下，汇鑫社区筑牢疫情“防火墙”，
不留任何死角和盲区，“不漏一户，不漏一
人”，还要帮助解决居民的日常生活等众多
问题，当好“管家”。济北街道汇鑫社区将
机关下沉干部、社区工作人员、社区网格单
位人员以及网格员、志愿者等“网”在一起，
打造立体化、全方位防控体系，全力做好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

党员先锋投身战疫最前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切

实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汇鑫社区党委书记齐宝善

明确职责分工，带动辖区社区、村居、物业
党员投身工作前沿，助力疫情防控有序开
展。成立了社区党员先锋队，设立党员先
锋岗，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
防范疫情宣传、入户摸排信息、建立防控台
账等措施织牢织密群防群治网格，形成科
学高效的疫情防控工作体系，众志成城，共
同努力，互相配合，科学有序的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

网格单位众志成城聚合力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汇鑫社区网格帮包单位积极响
应号召，由社区统筹安排，投身疫情防控
工作，前期通过入户排查，仔细登记，确

保防疫“不漏一户一人”，为严格管控小
区外来人员，网格单位坚守辖区内小区
各卡口，24 小时轮流值守，严格对小区出
入居民进行问询和登记，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社区跑腿服务暖民心
为提升疫情防控实效性，汇鑫社区工

作人员化身“采购员、送货员”，由居家隔
离的人员微信列出需求清单，发给社区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汇总信息后去附近
超市代采代购，尽最大努力满足居家隔
离人员的生活需求。采买完成后，将物
品送到居家隔离人员家门口，并电话通
知隔离人员，最大程度的保障居家隔离

人员生活。
此外，为深入打好全民防疫战，汇鑫社

区严格落实上级指示，组织辖区小区物业
工作人员开展每日消毒消杀工作，用84消
毒剂对小区楼道、农贸市场等重点公共区
域进行喷洒，做到全面覆盖，不留死角，切
断传播途径，遏制疫情进一步发展。

爱心助力温情抗疫
汇鑫苑居民贾强为防疫一线工作人员

送来方便面等慰问品，热心居民孙悦峰为
社区捐赠84消毒液1000斤……连日来，爱
心人士、热心居民纷纷送来爱心物资，一股
股爱的暖流汇聚成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强大力量。 （朱 越）

按照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区医
保局党组第一时间组建了由8名党员干部
组成的社区疫情防控第一梯队，下沉到三
功开元阁小区，与其物业公司人员一起奋
战在基层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克服天气寒
冷，严格落实“十个一律”的要求，按照疫情
防控措施操作规范，摸清底数、精准防控，
为社区居民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拿出“绣花功”织就防控网
通过张贴告示、悬挂标语、不间断播放

广播等“硬核”方式，打通疫情防控宣传“最
后一公里”，成功营造了全民参与、联防联

控的社会氛围。2月5日，全体党员逐户走
访、登记、排查，全面摸清辖区人口，通过摸
排，1 号楼居住 26 户（3 单元 102 未售出、2
户未入住），2 号楼居民 39 户，3 号楼 151
户，共计216户，其中单租住户是6户，合租
户 1 户。对每一户逐一建档造册，织就了
一张严密的防控网，以周密的部署、严谨的
措施，无死角、无漏洞地把防控工作抓实抓
细。

用好“数字化”提升精准度
除用足“脚力”摸排疫情，还充分依托

智能技术，实现筛查关口前移、精准防控。

利用身份证验证查阅器，组织力量，自行研
发了小区居民身份精准识别系统，精确识
别人员信息，靶向拦截非本小区人员的进
入，确保疫情排查环节不漏一车、不漏一
人。

“外防内控”管好重点人
随着企业复工，人员流动加大，我们

严格外防输入，内控流动，将看住门、守住
路、管住人作为重点任务来抓。对上报排
查出的有湖北、武汉等疫情较重地区旅行
史、居住史及省外返济类人员，纳入重点
监控人员数据库，严格落实“居家隔离”措

施。截至目前，已经满 14 天解除隔离措
施的有 9人，仍在居家隔离的还有 6人。2
月 8 日，2 号楼的王某新从长清返回，在门
口登记回家，因为写错了电话号码，我们
一连十几次打他的电话未接，我们更是起
了疑心，因为这个时候的一粒土，落到某
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所以我们就主动
上门了解情况，直至确定无特殊情况发生
才算放下心来。

冲在前，不畏险。区医保局将防控疫
情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主战场，用身体力
行诠释担当奉献，为居民筑起了一道安全
屏障。 （通讯员）

区医保局 摸清底数 精准防控为社区筑起一道疫情防控的安全屏障

济北街道汇鑫社区 筑牢全方位疫情防控体系 提高广大居民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