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起深入我县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夯实防控举措 遏制疫情蔓延
本部讯 2 月 7 日，市政协主席张生起
深入我县督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市政协党组成员柳克珍
参加。县委副书记、县长段文汉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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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等情况，并叮嘱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

度，严格落实隔离措施，做到踏石留印、抓

施，
保证自身安全。

铁有痕，坚决遏制疫情蔓延扩散。要提前

张生起要求，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

做好相关预案，应对复工潮的到来。要充

作，思想上决不能松懈，要继续严防死守，

分保障群众生活所需，确保市场物资供应

张生起先后到古庄店、小史店、独树

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加大

充足，居民生活不受疫情影响。要以更坚

等镇，对方古路口、草店村、徐冯庄村等卡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力度，采用多种方式普

决的态度、更严格的举措、更精准的管控，

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每到一

及防疫知识，把防控举措说透，把病毒危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处，张生起都亲切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察

害说清，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劝阻人员聚

全。

看值班值守、过往车辆、人员出入管理登

集和走动。要加大对重点人员的监管力

（刘奕贤）

抗击疫情 我们始终 在一起
本部讯 2 月 4 日至 2 月 9 日，县防控

就是生命，
现场就是战

县 委 常 委（扩 大）会 议 召 开

召开第 16 次——22 次调度会。县领导

场 ，坚 持 就

褚清黎、段文汉、毕新民、张强华、白洁、

是胜利。要

孙大明、李荣胜等分别出席。会议听取

把人民群众

工作汇报、分析问题、查找原因、研判形

的生命安全

褚清黎主持并讲话 段文汉安排部署工作

势、研究举措、全力以赴防控疫情，保障

和身体健康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放在首位，

本部讯 2 月 11 日，县委书记褚清
黎主持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贯彻中央、省、市最新指示精
神，分析研判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动员
全县上下进一步强化措施，细化环节，
压实责任，坚决有力有效科学防控疫
情，坚定不移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县委副书记、县长段文汉，县委副
书记潘自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毕新
民、党组书记张强华，县政协主席白洁
等出席。
褚清黎指出，疫情正在蔓延，形势
不容乐观，螺丝越拧越紧，要求越来越
严，标准越来越高，防控措施和力量只
能 加 强 不 能 削 弱 、只 能 抓 紧 不 能 放

松。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
息链，掐断传染链，确保疫情防控和经
防控的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树立
济社会发展两不误。
有解思维，进一步警醒警醒再警醒，继
褚 清 黎 强 调 ，病 毒 无 情 ，最 好 的
续保持好的态势。要牢牢把握疫情防 “疫苗”就是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外防
控工作中的关键环节，特殊时期采取
输入、内防扩散。越是关键时刻越是
特殊措施，全面加强人口管理，强化数
需要把困难、把形势估计得更严重一
据源头管控，重视自我健康管理，不断
些，把措施考虑得更周密一些，把各项
强化社会治理，精准落细专业举措，维
服务做得更周到 一些，把警惕性再提
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确保社会大局
高一些，不麻痹、不侥幸、不厌战、不懈
稳定，全力以赴做好物资保障工作。 怠，以大概率思维解决小概率事件，以
要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统筹有序做好
工作的稳定性应对疫情的不可预测
节后复工复产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
性，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办实事，解难
各方面责任，做到“弦绷紧、网织密、底
题，稳人心，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排清、洞堵死、链扣实、统有序、仗打
击战、全民健康保卫战、疫情防控攻坚
赢”，夯实工作链，强化责任链，畅通信
持久战。

段文汉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冷静
对待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继续把疫情
防控放在首要位置，坚决克服麻痹厌
战情绪、松懈情绪，对疫情防控工作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
压实责任，落实措施，各负其责，各司
其职，条块结合，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会上，县委常委、副县长李荣胜就
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情况进行汇
报。指挥部各工作组负责同志分别汇
报了各组工作开展情况。与会县领导
分别就汇报情况和当前疫情防控各项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赵娟）

褚清黎督导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

询问网格化管理设置、隔离人员管控、
外出人员登记等情况。要求相关人员
切实做好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把好
关口、阻断病源。
在亚龙国际商博城和综合市场，
褚清黎要求，要营造好防控氛围，排查
好商住人底数，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在把好疫情防控关口的同时，
把市场经营好、管理好。
在券桥镇重点卡口、社区，褚清黎
叮嘱一线坚守的同志严格按照一级响
应措施落实好各项防控任务，以大概
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以工作的稳
定性应对疫情的不稳定性。
在炼真宫，褚清黎就疫情防控工

作做详细了解。指出防止宗教场所人
员聚集是疫情防控的关键，要做好对
信教群众的劝说、疏导工作，取得他们
的理解、支持和配合，确保疫情期间宗
教场所的安全。
褚清黎深入社会福利服务救助中
心，实地察看受救助人员的生活、饮食
起居情况。希望服务人员在疫情防控
时期要给予社会弱势群体以更多的关
爱，不嫌弃、不抛弃，让他们真切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在大裕城购物中心，褚清黎详细
了解了各类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
价格走势及客流量。指出要做好店内
员工和来往顾客的防疫工作，从数量、

质量、价格上保障物品供应，相关职能
部门要做好市场监管，确保经营秩序
稳定。
褚清黎走进券桥镇鑫丰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询问产销情况。希望合
作社人员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根据
蔬菜生产特点合理安排生产，保障后
续产品持续供应市场。
在芝元堂药业有限公司，褚清黎
走进企业产品展示大厅和抗疫情中药
生产车间进行实地察看。希望企业在
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加班加点抢抓
生产，
肩负起企业应有的社会担当。
（李荣 刘奕贤 卫腾飞）

我县组织收看

全市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视频会
本部讯 2 月 6 日，全市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视频会
召开。县领导段文汉、孙大明、李荣胜
等在我县分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指出，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全市上下士气高昂，各项工作举
措有力有效。目前战役已经到了关键
时刻，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强化责任意识、勇于担当
作为。
会议要求，要以最强力度打一场
疫情防控的硬仗和胜仗。围绕目标，
把握组织体系运作与严格排查两个关
键，确保防控工作有序开展，有效切断
传染源。要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得到落实、不留死

角。全市上下要立足实际，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最
扎实的措施、最迅速的反应实现高效
运作。
县委副书记、县长段文汉要求，要
高度重视，严而又严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要规范高效，按照“强基础、堵输
入、防扩散”的要求，坚决阻断疫情传

染。要强化物资供应，保障防控工作
有效开展和群众日常生活有序进行。
要注重舆论引导，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增强群众自我防范意识。要提前做好
疫情过后复工复产工作，对开复工企
业进行严格安全审查，各部门要切实
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
（武佳）

令，防控就是责任。要学思践悟笃定，

工作作为当

落实上级精神。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

前最主要的

央、省、市最新精神和部署要求，思想认

工作来抓，

识再提升，增强危机感，不能盲目乐观，

采取一切可

多策并举，措施要更加有力有效，持续

以采取的措

加压紧逼，严肃强责问责。形势更加严

施 ，动 员 一

峻，问题不容忽视。要立即迅速地扭转

切可以动员

错误的思想认识，以最万全的准备、最

的 力 量 ，调

严密的措施、最强力的担当，全力做好

动一切可以

疫情防控工作。必须更严更实，强化战

调 动 的 资

时机制。政治站位要再提高，全面排查

源 ，联 防 联

要再细致，联防联控要再强化，应急保

控 ，群 防 群

障要再准备，应急救治要再配强，宣传

治 ，坚 决 打

引导要再加大，工作纪律要再严格，让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以实实在在的工作

党旗在防控疫情第一线高高飘扬。

成效取信于民。
（奕贤 武佳 赵娟 腾飞）

也无法像医护人员那样救治病人，面
对不断攀升的人群感染数字，可能只
是惶然不知所措。但疫情面前没有旁
观者，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这场战役
的局外人，战争的成败与你我休戚相
关。
每一位普通市民、村民，若能从我
做起管好自己，不传谣、不信谣，主动
不走亲访友、不到人群密集处，居家勤
洗手、常消毒，非必要不出门，特殊情
况出门带口罩，自动与人隔离，科学防
治，不做疫情传播的链条，就是当前面
对这场战役所做的最大贡献。每个领
域、每个行业、每个商家，都以大局为

褚清黎深入县产业集聚区调研指导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时指出

发挥“两新”组织作用
严把企业恢复生产关
本部讯 2 月 9 日，县委书记褚清黎
众的“米袋子”
“ 货架子”
“ 菜篮子”做好
深入县产业集聚区，对疫情期间复工复
供给保障。
产企业进行调研指导。县领导梁志豪、
褚清黎要求，
“两新”组织党组织和
宋扬、董玉坤参加。
党员要自觉提高政治站位，把支部建在
褚清黎先后到煜众精密机械有限
产业链上，充分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和
公司、瀚瑞特轴承有限公司、鑫源粮油
先锋模范作用。要将疫情防控措施落
有限公司、裕盛益民食品有限公司，就
实落细，抓具体、具体抓，抓细胞、抓末
企业疫情防控措施是否到位，是否达到
端，让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成为最好的
复工复产要求标准，
“两新”组织党组织 “疫苗”。产业集聚区要与县疫情防控
和党员在企业疫情防控工作中如何发
指挥部做好对接，有什么情况及时反
挥作用等方面，
做详细了解和指导。
馈，夯实工作链，强化责任链，畅通信息
褚清黎指出，企业复工复产前要严
链，掐断传染链。要深度研判疫情防控
格把好疫情防控关，做好员工返岗前的
措施，做到细而又细、实而又实、严而又
健康检查、厂区的消杀防疫、防控物资
严，确保企业复工复产各个环节安全有
储备等，做到“弦绷紧、网织密、底排清、 序。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做好配合和服
洞堵死、链扣实、统有序、仗打赢”，确保
务工作，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不误、两获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工信主管部门要
胜。特别是一手连着农户、一手连着市
对企业是否达到复工复产条件进行检
场，一手连着基地、一手连着企业的民
查验收，同时要加强对企业复工复产后
生企业，更要抢抓时机，加快生产，为群
的监督管理。
（李荣）

县领导暗访疫情防控工作

紧抓疫情防控 筑牢健康防线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策。围绕四个关键词，省、市、县各级
党委、政府第一时间投入战斗，坚定不
移地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把疫情防控作为一场大仗、硬仗来
打。
方 城 县 委 、县 政 府 领 导 ，各 乡 镇
（街道）、县直各职能部门、村（社区）党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员干部，放弃春节假期休息时间，坚守
疫情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之敌，面
在抗击疫情一线，部署、落实各项工
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胜利，必须是
作，上下联动、通力协作，齐心协力、众
我们最终的选择！除此，别无退路。
志成城，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誓将打赢
对于如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场硬仗。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四个关键词：坚
在当前阻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更
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
多的民众没有亲临一线战斗的重任，

把疫情防控

褚清黎强调，生命重于泰山，时间

强化责任严格措施 外控输入内防扩散
本部讯 2 月 4 日至 8 日，县委书记
褚清黎先后深入亚龙国际商博城、兰
南高速路口、部分小区、综合市场、券
桥镇、炼真宫、社会福利服务救助中
心、大裕城、芝元堂药业等处，进一步
督导调研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县
领导梁志豪、宋扬、朱东明、苏自清、侯
大同先后参加。
在兰南高速路口，褚清黎强调，高
速检查点车流人流大，要外防渗入、内
防扩散，齐心协力做好疫情检测，。并
嘱咐大家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也要加
强自身防护。
在锦城国际、宇信凯旋城、东方新
城、大上海和紫云轩小区，褚清黎详细

县委书记褚清黎指出，疫情就是命

坚决打赢阻击战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指挥部

县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指挥部调度会召开

打赢打好疫情阻击战

共克时艰

加压增责防控科学化

重，倾己力尽己责，不私自作为、恣意
妄为，不利欲熏心、哄抬物价，严格按
照各级党委、政府要求做好配合工作，
遏制疫情的传播扩散蔓延，就是面对
这场战役做出的最大成绩。所有民众
团结起来，同心同力、联防联控、群防
群治，
就是阻击疫情的最大保障。
这是一场需要万众同心、共克时
艰的战役；这是一次需要同舟共济、共
渡难关的战斗。唯有人人尽己所能，
共同构筑起牢不可破的抗击疫情的
“长城”，我们才能应对有力、防控有
效，才能取得这场战役最后的胜利！
(李荣）

本部讯 2 月 4 日，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毕新民带领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采
取不打招呼、随机抽查的方式，对城区
及城乡结合部部分居民小区、社区（村）
以及综合市场，就疫情防控网格管理，
群防群治落实情况进行督察暗访。县
委常委、组织部长白岩参加。
毕新民一行先后到凤瑞街道汉唐
明珠、方舟城、龙祥小区、宇信凯旋城、
综合市场、安庄社区，释之街道杨树底
卡点、锦安首府，券桥镇营坊村、程庄
村，县产业集聚区，杨集镇张楼卡点、官
庄村进行督查。每到一处，他都详细询
问人员车辆管理、人员排查、网格化管
理落实、湖北返乡人员隔离及管控等情

况，对好的经验做法提出表扬，对工作
不到位的责令相关负责人立即整改。
毕新民指出，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更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
争。当前正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阶段，各
单位各部门都付出了辛勤努力，为我县
的防控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通过督
查暗访，各监测点值班人员到岗到位情
况较好，但部分小区还存在居住人口底
子不清等问题。下一步，要突出抓好城
区和乡镇镇区疫情防控工作，各属地部
门要做好党员先锋队员、志愿者、小区
保安等值班人员培训工作，明确任务和
职责，严阵以待，科学防控，切实保障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
（卫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