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站是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切断疫情传播的关键节点，当
前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珠山区城市管理局青年突击队，由20多名共
青团员组成，这群青年团员从筛查旅客、体温检测、信息记录，到与相关
部门协调配合，做到了每一个环节都严密规范，牢牢守住着疫情输入性风
险的“前沿哨”。 （罗裔 摄）

国家卫生健康委

在厚重的疫情阴霾之下，昔日车水马龙的大街小
巷鲜有行人，宅在家里成了自我保护的最好方式和抗
击疫情最大的支持。

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畏艰险、敢于担当、热
心奉献，为这座城市的万千市民负重前行，他们就是
活跃在瓷都各社区防疫一线的志愿者们。

居民组队参与志愿服务

2月4日，珠山区应急指挥部发布第4号指挥部
令。石狮埠街道梨树园北苑社区居民周金贵在微信朋
友圈看到指挥部令后，立即主动报名做志愿者，参与
社区防疫工作。

梨树园北苑出入口多，人员杂，现在碰巧是回乡
人员返景高峰期，人员和车辆进进出出很难管控，小
区封闭式管理压力很大。封闭出入口、人员车辆登
记、检查体温……等，需要的人力较大，可整个社区
干部只有六七人，同时还肩负其他防控工作，人手缺
口很大。针对这种情况，周金贵找到社区主任，主动
提出要发动小区居民共同参与防疫，做志愿者。

“做好防疫是为所有的人负责，现在社区人手不
够，希望大家能踊跃参与志愿服务，和社区一起防
疫。”经过周金贵的积极发动，梨树园北苑组织了一
支23人组成的防疫志愿者队伍，还建了一个防疫志
愿群。连日来，他们相互鼓劲，轮班值守，共同守护

进出小区的“安全通道”。

老党员发挥职业优势

春天花园小区年过六旬的老党员章民政曾经做过
社区支委，懂中医，开过诊所，一直以来都热心于公
益服务和支持社区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章民政便帮助社区进行卫生消
杀，并无偿为社区提供口罩、酒精等医用物资。

“我做过‘赤脚医生’，略懂医术，知道如何更好
的进行自我防护，保护好自己，所以对进出人员的体
温检测、快递外卖的登记工作就由我来做！”章民政
主动请缨。

章民政穿上白大褂，拿起体温枪，守在了春天花
园小区门口，微胖的身材，憨厚的笑容，专业的手
法，给进出的小区居民一种安全感。

年轻教师的特殊假期

家住珠山区新村街道西路社区的李雅婧是一位
90后党员，在乐平市洪岩镇段家小学工作。年后由
于疫情形势严峻，城市实行封闭管理，学校新学期开
学的时间也随着防疫形势一直往后推，她只能一直待
在位于景德镇市区的家中。但她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
悠长的放松假期，作为一名热心公益事业的年轻党员
教师，她主动来到自家所在的新村街道西路社区，要
求加入志愿者队伍。新村西路位于市中心地段，属于
老旧小区，独立楼栋无物业管理，恰逢该社区正在紧
急落实老旧小区封闭式管理工作，人手少工作量大，
正在四处征招志愿者。李雅婧的到来，不仅是对西路
社区抗击疫情工作的支持，更给社区党支部带来一份
信心：年轻党员能有这样的觉悟，我们还有什么困难

不能战胜呢？
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资料、固定封闭标

志……虽然干的都是陌生的活儿，但李雅婧很快就
跟社区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大家都对这个不娇气肯干
能干的漂亮小姑娘赞不绝口。结束一天的工作时，李
雅婧对社区支部书记说：“在防控新冠疫情的关键时
候，我应该及时来社区报到，你们需要人手请随时联
系我。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加入
到抗击疫情工作中！”

水务志愿者支援社区防疫

日前，景德镇水务公司在保障非常时期安全正常
供水的前提下，从非生产一线抽调党员干部成立党员
突击队、公司团委从团员青年中组织成立青年志愿者
突击队赴珠山区周路口街道云锦巷社区参与疫情防
疫。

据了解，云锦巷社区地处景德镇火车站附近，管
辖15个居民小区，人口众多，道路四通八达，防疫
任务十分繁重。2月7日早上，该公司首批党员突击
队和青年志愿者10余人，在公司党政领导的带领下
来到云锦巷社区，听从社区主任安排工作，随后所有
人员都被安排到各小区门口值守，下午第二批人员会
按时接替第一批人员继续做好防疫工作，直到解除疫
情。

越是危难关头，越是安危与共、携手并进。在抗
击疫情这场阻击战中，我市广大志愿者不仅冲在前
线，守在一线，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关键时刻站得出
来，危机关头豁得出去”的初心和使命，为群众守护
了健康，化解了恐慌，也让防疫一线涌起阵阵爱的暖
流。

叶列东 张慧君 何方

瓷都志愿者勇当战疫“急先锋”

本报讯 （方海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湖北
省无偿献血采集工作面临困难，为了保证疫情防控期
间湖北省血液安全供应，满足临床用血需求，2月 4
日，市妇幼保健院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向全院医护工
作者发起无偿献血倡议，号召广大职工积极行动起
来，踊跃报名，驰援武汉。

当天，该院献血志愿者们按照医院发出的通知要
求，在这个特殊时期，大家都自觉地分时间段，避免
聚集前往献血车。从临床医务人员到行政管理、后勤
保障人员，有初次参加献血的新兵，更有多年爱心奉
献的老将，有刚下夜班的护士，还有刚下手术台的医
师，当他们面带微笑、从容而又平和地坐下，轻轻撩
起衣袖，随着血泵的启动，那凝集了温暖和爱心的血
液缓缓流出时，令人无不为之动容。儿科护士宁景
圆虽然每年都会参与无偿献血，但这次心情有些不
一样。她说，在抗疫的非常时期，更加需要我们患难
见真情。“每天通过手机看着疫情数字不断增长，心
里很难过，收到医院的通知就来献血了，也为抗击
疫情做点贡献。”前来参与献血的后勤员工吕贵龙说
道。

疫情面前众志成城。此次献血活动，该院共有50
余名职工参加献血活动，献血总量14800ml。他们的热
血将会为亟待救治的病患送去希望，也会为抗疫前线的
勇士传递奋战力量。

市妇幼保健院医职员工
踊跃献血驰援武汉

新时代文明实践

本报乐平讯 （周鑫 记者 甘牧）近
日，乐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快速侦破一
起利用疫情发布虚假口罩广告实施诈骗
的案件。

2月5日，该大队接到公安局指令并
通过工作发现，该市有不法分子利用广
大群众急需口罩之际，通过网络APP平
台发布出售N95口罩信息，可能系诈骗
他人钱财。该大队立即连夜开展案件侦
破工作，通过细致摸排确定犯罪嫌疑人
为乐平籍人员马某并锁定了其居住躲藏
地点。当晚 22 时许，大队民警在众埠
派出所的支持下，成功在众埠镇马某
家中将其抓获归案，当场缴获作案手
机。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马某，男，19
岁，乐平市人。该犯罪嫌疑人自1月26
日起，利用网络APP平台发布虚假口罩
出售信息，通过发送支付宝及微信转账
二维码链接，受害人付款后便将其拉黑
的方式诈骗钱财。该局目前已串并湖
南、河南、广东等全国7省市案件20余
起，案值达2800余元。

为依法精准打击涉疫情犯罪，犯罪
嫌疑人马某被抓获后，刑警大队立即联
合网安、法制等部门，就疫情特殊时期
如何调查取证进行了会商。目前，犯罪
嫌疑人马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该案件是乐平警方在抗击疫情关键
时期快速侦破的首起电信诈骗案件，今
后，乐平警方将以更加坚定的态度，更
加坚强的决心，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强化
使命担当，全力以赴打好此次疫情防控
保卫战。

乐平警方也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购
买口罩等防护用品时，切勿轻信网上不
明售卖信息，谨慎向私人微信、支付宝
等直接转账，以免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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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上午，珠山区
新厂街道黄泥头社区工作人
员在继续对辖区内外地返景
人员的摸排中了解到，色勘
宿舍有一城镇特困人员王梅
香的公公钟良树患肺癌晚
期，正在医院住院治疗。但
是由于家中没有口罩，孙子
无法前往医院看护。

黄泥头社区主任全潮军
了解到情况后，立即找到王
梅香：“您好，我是黄泥头社
区的主任，了解到您家的实
际情况，这是免费发放给您
家的十个口罩，有什么困难
可以随时跟我联系。”在当前
口罩紧缺的情况下，这份

“珍贵”的礼物对于王梅香一
家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她
接过口罩，眼眶泛起了泪
花，哽咽着说道：“太感谢你
们了，这口罩来得太及时、
太暖心了！”看到王梅香一家
激动的笑容，发自内心的夸
奖和点赞，让全体社区工作
人员感到这段时间的辛苦和
付出都是值得的。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在这个特殊时期，该社区的
全体工作人员用专业、细致
的防控措施，为辖区筑牢防
控堤坝。在成为疫情防控的
第一道防线的同时，还从心
出发、从细处着手，把贴心
服务及家人般的关怀，变成
对抗疫情的最好良方，与辖
区居民温暖相守，共度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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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我市多方联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
发布告诫书，及时召集市场主体、特别是各大超市主要
负责人进行约谈，进一步加大了市场巡查力度，对个别
哄抬物价的经营主体进行立案调查；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全力保障防疫物资及民生物资运输畅通，为物资运
输车辆全天24小时开辟“绿色通道”；市农业农村局精
确测算，调配全市蔬菜、生猪供应，确保市民“菜篮子”
新鲜丰富；市商务局建立了“保畅通，保货源，保稳定，
保联动”的快速协调机制，每日调度，24小时处置生活
必需品应急保障突发问题；市发改委积极发挥自身职
能，着力做好价格监测、粮食储备等工作，切实保障居
民日常生活物资供应和价格稳定。

全民参与 尽全力守护家园
2月4日，景德镇上微博热搜了。为什么上热搜？

因为景德镇当天发布了最新的疫情防控10条措施，引
来全国网友“实名羡慕”，纷纷喊话自己所在的城市，赶
紧来“抄景德镇的作业”。

疫情防控的成效，取决于科学防治的力度，也得益
于全民参与的广度。在景德镇，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医
护人员日夜奔忙，有关企业和机构复工复产保障供应，
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助力防疫，广大人民群众群防群治
贡献力量……疫情面前，全市人民既是命运共同体，也
是责任共同体。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几乎所有人都闭门不出，疫情
防控最新消息哪里来？在全民战“疫”的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中，各市属新闻媒体记者奋战在一线，真实记录
抗“疫”新举措新进展，及时传递抗“疫”新成果新经验，
为全市人民记录疫情发展的每个瞬间，让疫情信息更
迅速更全面更真实。

新冠肺炎疫情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因疫情蔓
延造成了不少网络谣言散播、个别物资遭遇抢购等现
象。为此，全市新闻媒体通力协作，通过一系列针对性
报道，直面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用权威、专业的采
访报道，让即时消息立即发布，无数谣言无所遁形，全
市人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第一时间获悉外界信息。

为千方百计增加应急物资保障能力，我市及时启

动“战时机制”，一企一策进行调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
紧急转产。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西富祥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两家化工企业，他们分别利用
中间产品生产10%的次氯酸钠消毒溶液和利用现有成
品配制0.2%-0.5%的过氧乙酸消毒溶液，将在抗击疫情
期间，向社会免费供应。

2月6日，大雨。在浮梁县经公桥镇，由于帐篷紧
缺，很多村口卡点的一线防控人员一手撑着伞，一手拿
着测温仪，坚守在各值勤点防控。大家正为买不到雨
衣而发愁时，该镇雨欢雨具厂厂长陈莹开着车，为各村
卡点上的工作人员送来了雨衣。陈莹说：“防控疫情，
人人都是参与者，感谢你们的不辞辛劳，日夜为我们守
护。”

疫情发生后，景德镇小伙子冯唐锦天天都在忙着
买口罩、送口罩，已经花了4万多元。疫情初期，他得知
很多一线单位和市民因为买不到口罩而苦恼时，便通
过外地朋友分批采购了3万个口罩，目前已经捐赠出去
2万多个。冯唐锦说：“口罩厂家得知我买口罩是用来
捐赠的，就只收了成本价。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徐政泽，曾是浮梁县臧湾乡建档立卡贫困户。身
残志坚的他，在政策的帮助下，通过编织手工艺品、打
零工、发展花卉种植产业等自主脱贫的方式，成功于
2015年退出贫困户。在疫情来临之时，徐政泽自告奋
勇、主动靠前，摇身一变成为疫情防控一线的家园守护
人。他率先在每家每户发放宣传单，力劝村民取消酒
席，带着儿子在路口张贴标语，防控外来车辆进入村小
组，守护着进村的第一道防线。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需要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目前，疫情还在发展，伴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防
控工作开始进入决战决胜阶段，一丝一毫的松懈和厌
战都会让之前的成果功亏一篑、付之东流。这一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是一场不能后退、没有硝烟的战役，更
是一场全城动员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167万瓷都人民
众志成城，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正上下一心，共同
凝聚起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继续奋战在
防控疫情的战场上，誓与疫情决高下。

誓与疫情决高下
（上接1版）为提高财政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

操作性，该局研究草拟了《关于细化落实江西省人
民政府关于有效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长20条政策
措施的通知》。明确了对全市企业专项再贷款由受
益财政再给予25%的贴息支持，对已发放的个人
创业担保贷款，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并
继续给予贴息支持；主动与国资委等部门对接，
积极争取减免租金，为企业减轻负担；继续稳定
工作岗位，并给予稳岗补贴；积极配合工信部
门，协助相关企业向上级部门申报项目、争取优
惠政策；积极筹措资金，全力保障社保经办机构
社保待遇支出，不因疫情影响参保人个人权益等
6条具体的落实举措。

为保障财政部门疫情防控工作科学、高效、
有序，该局建立了疫情防控经费支出日报机制，
督促指导各县（市、区）财政部门实时报送疫情
防控经费投入、使用情况日报表，由该局统一汇
总后上报至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和省财政厅。
同时，该局专门设立了市财政系统疫情防控工作
微信群，与各县（市、区）财政部门确定了联动
工作机制，确保疫情防控工作信息沟通及时顺
畅。

联防联控 坚守一线抗疫情
除了做好财政保障外，市财政局周密部署机

关疫情防控工作，及时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春
节期间值班工作的通知》，在全局范围内迅速建
立起24小时疫情防控值班值守制度。该局在疫情
防控期间实行封闭式管理，办公区域实行“一日
一消毒”。

为全面摸排本单位干部职工春节假期的活动
轨迹、接触人群，该局建立了工作台账，对有关
人员严格落实居家隔离14天的措施。

根据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该局主
动参与共建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坚持领导带头、
全员参与，及时了解社区防控需求，协助解决防
控困难，开展防控宣传教育。

好钢用在刀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