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面前，总有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总有不屈
的身影冲锋在前，他们坚守一线、日夜奋战，与时间
赛跑，与疫情战斗，他们逆行而上，为生命站岗，践行
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珠
山区里村街道马鞍山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齐菊英勇
于担当，一切以人民生命安全为重，从除夕开始就冲
在了疫情防控的最前线。她舍小家顾大家，扛起责
任，积极落实上级部署，果断采取防疫措施，精心做
好防疫工作，担起了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和疫情防控
的“先锋”。

在齐菊英的带领下，社区工作人员、楼栋长和党
员志愿者们纷纷放弃节假日休息投入到抗击疫情第
一线。齐菊英充分利用宣传栏、LED屏、居民微信群、
党员志愿者组成的流动宣传小喇叭等多种形式，及
时发布权威疫情防控信息、卫生防护知识及防治措
施，引导群众加强自我防护，增强群防群控意识和防
控自信心，不分昼夜地在辖区内排查外来人员，全面
摸清外来人口特别是湖北及武汉返乡人员的具体情
况，真正做好打通疫情防控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
为了广大群众的安危，她到户跟踪随访，询问返乡人

员身体状况、讲解居家隔离的必要性，量体温、填表
格掌握第一手资料。

1月27日上午，齐菊英接楼栋长打来的电话，反
映他们居住地有一位刚从鄱阳县昌洲乡高家村来的
租住户，自称村里被封，连夜骑摩托车偷跑出来的，
她第一时间联系竟成派出所民警一同赶到此地找到
此人，并第一时间上报街道，当时此人否认说过此
话。在大家都害怕迟疑的情况下，她主动上前与其交
谈接触，了解第一手资料，下发告知书，并赠予体温
计供其使用，要求其居家自我隔离14天。

1月28日下午，齐菊英在日常排查中，接到居民
反映波建宿舍私房内，有一户在我市做环卫工的租
住户，户主叫徐觉义，现年57岁，独自抚养一对未成
年儿女，生活十分困难，而且正在生病发烧，她在第
一时间赶到其住处，劝其到医院救治，同时也了解到
他最近没有外出，也没有接触可疑人员，一颗悬着的
心也就放下了，并马上将情况上报街道，同时也做好
周边居民的安抚工作，消除不必要的恐慌。次日一大
早，齐菊英又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带着棉衣棉被和牛
奶来看望徐觉义，经过连夜治疗现已退烧，他接过棉
衣棉被和牛奶激动地说：“谢谢社区对我们家的关

心，让我这个外来户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感到
如家般的温暖”。

1月30晚上10时许，当齐菊英得知曙光晶座小
区，有一人与新冠肺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时，她立即
将其全家信息登记在册，并迅速购买消毒水组织党
员志愿者和物业一起对小区内所有的电梯、下水道、
绿化带等地进行全面消毒，将疫情防控做到不留死
角，同时劝阻居民不要聚会、聚餐、打牌、举办宴席，
还帮助外来返乡人员购买肉、蔬菜等生活必需品，解
决一些实际困难。

疫情就是集结号，疫情就是试金石。当前，齐菊
英坚守岗位，履行职责，每天奋战在第一线，与社区
工作人员一道，共同抗击疫情，为打好疫情阻击战，
她说“我不带头，谁带头”。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齐菊
英将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广泛宣传政
策措施和防治知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为居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先进典型报道

抗击疫情勇担当
——记珠山区里村街道马鞍山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齐菊英

□ 本报记者 童霞燕

“乡亲们，现在是疫情防控的特殊
时期，大家没事少出门，出门一定要戴
口罩，家里如果有从武汉回来的亲戚要
及时上报。”

“今天体温正常，这段时间安心待
在家里，不要出门，平时勤洗手、多通
风，注意卫生。”

……
拎着小喇叭的她，是浮梁县黄坛乡

东港村党支部副书记、纪检委员吴青香；
背着药箱的他，是乡里的村医王忠田。他
们是夫妻，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面对当
前疫情，他们选择携手“逆行”。

“去劝红喜事我没拦你，可他家是
办丧事，你也去劝，小心挨骂。”“挨骂也
要劝，活着的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更重
要！”自正月初一开始，吴青香就克服防
护物资不足等问题，每天严密监控武汉

返乡人员，摸排外出人员信息，与村干
部一起挨户宣传普及防疫知识，对村内
进行消毒，并带领党员利用大喇叭、发
放宣传单等方式劝导乡亲们不要串门，
取消红白喜事活动，做好个人防护。面
对亲友的担心，吴青香坦言：“坚守在一
线的人都不容易，我是党员，也是纪检
监察干部，更要冲在前头。”

一把体温枪、一个记录本，王忠田
日间奔忙在乡间村组，坚持每日两次走
村入户，为12个返乡人员测量体温，询
问身体状况并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隔
离不“隔心”的做法，让居家隔离人员倍
感温暖。平日里，王忠田积极给村民介
绍防疫知识，担负起农村疫情防控的

“守门人”职责。
共同战“疫”期间，夫妻俩互相支

持、相互打气。

战“疫”夫妻
□ 本报记者 邵婧

“记得把口罩戴好，做好防
护！”“你也要多穿一点，这个天千
万别感冒了！”一大早，80后夫妻
顾阳和徐珊与往常一样，互相进行
同样的叮嘱，为对方整理警服。这
个春节，面对疫情，所有警察都义
无反顾坚守岗位，他们也不例外。

“您好，请接受我们的体温检
测！”在济广高速景德镇南出
口，下高速的车辆都被一一叫
停，车上人员接受体温检测。一
旁，几名交警一会儿拦住车辆，
一会儿指挥车辆停靠，一会儿敬
礼说明情况，前前后后忙碌着，
顾阳就是其中之一。连日来，作
为市交警支队二大队鱼山中队副
中队长，顾阳准时出现在景德镇
南出口，积极配合卫生防疫等部

门做好疫情防控监测工作。除了
景德镇南出口，交警二大队还在
206国道鲇鱼山段设了另一个检
测点，同样也是顾阳的值勤点位。

你在路面站岗，我在社区排
查。作为妻子的徐珊，是昌江公安
分局户政科副科长，她同样奋战在
一线。春节期间，户政科接到上级
800多名涉及武汉疫情接触人员
的排查任务。为配合做好疫情监
测、排查、预警工作，她多次牺牲休
息时间，与同事一起对重点人员逐
个登记籍贯、户籍所在地及迁入迁
出等相关信息。为摸清昌江区内的
湖北籍流动人员底数，她又马不停
蹄地对全区流动人口情况及时进
行梳理，为基层民警和社区干部入
户走访提供有效支撑。

伉俪齐上
□ 喻泽君 特约通讯员 许荣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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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怡）2月11日，市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
孙安敏来到昌南新区，深入景德镇机场、景北高速收费站等
地的体温检测点检查疫情防控落实情况。

检查中，孙安敏一行实地查看了景德镇机场、景北高速
收费站等体温检测点工作情况，现场听取了昌南新区疫情防
控工作汇报，就昌南新区下一步防疫工作提出了要求，并代
表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向昌南新区值守一线专武干部、基干
民兵等进行问候。

孙安敏指出，景德镇机场、景北高速收费站、景西高速收
费站、景德镇北站都是我市重要进出通道。当前，正处返工返
岗高峰期，防疫形势十分严峻。昌南新区要站在全市高度，加
强进出我市人员的检测工作，在“外防输入”上体现基层应有
担当。昌南新区武装部要充分发挥一线专武干部、基干民兵
在防疫工作中的作用，保持良好作风。同时，要进一步做好自
身防护及后勤保障工作，齐心协力，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

市领导赴昌南新区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江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防疫用品需求大幅
激增。为确保人民群众利益，保障市场价格稳定，2月5日，省
市场监管局下发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查处哄抬价格违法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我市市场监
管部门迅速行动，加大监管力度，从快从重查处违法行为。2
月13日，市场监管部门开出了我市首张哄抬物价类罚单。

2月7日上午，昌江区市场监管局根据群众反映线索第
一时间对豪德某药店开展现场执法检查。经查，该药店趁
防疫用品需求量激增之期，将进价为1.2元一双的一次性手
套提高到2元和2.5元一双进行销售，共计销售1000双；将
进价为8.5元一瓶的酒精提高到14.5元一瓶销售，共计销售
1900瓶。一次性使用手套的进销差率分别为40%和52%，
酒精进销差率为41.3%，均超出了涨幅的合理限度，其行为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构成哄抬价格销售商品违
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予以从严从重处罚，决定没收
其违法所得12550元，同时并处违法所得最高5倍罚款，罚
没款金额共计75300元。

市场监管部门开出首张哄抬物价类罚单

本报讯（曹燕妮）“请经常开窗通风，勤消毒，勤洗手，无
故不要外出，出门必须戴口罩……”2月12日，我市上空盘旋
着一架直升机，变身“空中广播”，对着路边几个聚集的人喊
话。这是高新区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发挥航空产业优势，利用
直升机空中巡逻，助力疫情防控工作的一个创新举措。

疫情发生以来，高新区辖区企业江西赣翔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主动请缨，运用直升机投入到防控一线。

“高新区路网多、企业集中程度不够。使用直升机进行空
中巡逻，可以大大提高监控面。”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提高疫情防控巡查效率、减少人员接触风险，高新区联合赣
翔公司加大直升机巡查力度，让直升机不仅变身“广播员”，
还成为“劝导员”，我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又多了一柄空中

“利剑”。

直升机变身“空中广播”

本报讯（熊水平 记者 甘牧）日前，市国资委、市财政局
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市直单位、各市属企业，各县（市、区）
国资部门、财政部门进一步落实落细《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积极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长政策措施的通知》，适当
减免承租国有资产类生产经营用房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含
创业园、孵化器、创业基地等载体）租金，有效应对疫情，稳定
经济增长。

该通知详细规定了减（免）租对象、政策起止时间和相关
操作流程。承租企业、个体工商户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向出租
生产经营用房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提出书面申请，经
审核批准后，均可享受“1个月房租免收、2个月房租减半”的
政策。

我市出台酌情减免部分企业租金政策

本报讯（记者 邵婧）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不
断发展，湖北省疫区的血源出现严重告急。为了
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湖北省血液安全供应，我市
开展了“捐献热血、支援湖北”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市卫健系统广大党员干部
踊跃参与，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的同志和各
监督单位的纪检干部也积极响应。2月9日上午，
派驻组两名符合无偿献血要求的同志，不顾连
日来深入一线督导的疲惫和辛劳，坚持为抗击
湖北疫情贡献一份微薄之力。当日活动现场，随
着一股股鲜红的血液流入袋内，想到自己的“一
袋热血能够温暖一座城”，每个人的脸上都激动

不已，大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
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共同筑
起防疫战线上的铜墙铁壁。

一方有难，八方驰援，面对突如其来的战
斗，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主动出击、积极作
为，号召各监督单位的纪检干部和党员领导干
部积极参与，为湖北疫区捐献热血、共克难关。
自2月3日以来，市卫健委机关、市二院、市三
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和市医疗紧急救援
中心等单位的党员干部共计222人参与无偿献
血，总献血量近6万毫升，有效地缓解了湖北疫
区血源紧张的困境。

本报讯（万进军 熊水平）为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市国资
委迅速成立领导小组，统筹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加强值班值守。自1月23日以来，该委及各出资监管企业
领导干部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及时协调指导、解决问题。各级
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听从命令、服从安排，坚持值
班值守，确保24小时无缝对接，并及时组织力量到挂点社区防
控一线开展工作。

加强自我防护。该委及各出资监管企业针对放假期间人员
较为分散的实际情况，充分依托微信、短信、电话，加强防控知
识宣传，切实提高干部职工和家属的防控能力。

强化“外防输入”措施。从1月23日开始，从委机关到各企
事业单位，按照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漏一人的要求，深入细
致地逐一调查摸底，对有关人员采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14天措
施，并每天向单位汇报身体状况，彻底阻断病毒传播渠道。同
时，严格落实在岗人员每日身体状况报告制度。

合理安排复工。要求认真落实延假复工指令，不得提前复
工，并对各企业复工作出相关规定，确保不发生公共传染事件。

市国资委周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张洁） 2月13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景德镇市人社业务工作指南》在市人民政府官网正式向
社会发布。

据悉，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市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大力推广服务事
项“网上办、掌上办、预约办”决策部署，市人社局专门组
织机关力量，精心梳理了《工作指南》，着力为企业、群众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人社公共服务。该《工作指南》主要有如
下亮点：

高频服务事项“广覆盖”。《工作指南》共分就业工作、
社保工作、人才人事工作、劳动关系工作等四大人社服务领
域，包含37项具体服务事项，都是企业、群众关心关切的问
题，一次性梳理“打包”发布，能够更好地稳定社会预期，
由“群众问政策”变“政策找群众”。

线上申办群众“免跑腿”。为避免人群聚集，《工作指
南》最大限度地实施“线上办”，可通过登录电脑、使用手机
办理的服务事项达19项，占比51.35%，其中就业服务事项有
10 项原则上实施“不见面办理”，占就业服务事项总数的
71.43%。另外，对于一些线上无法办理的服务事项，也提供
了电话预约办理。

办理流程精简“再优化”。《工作指南》突出经办服务质量和
效率，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相关人社服务事项，进一步优化工作
流程，缩短办理时限，尽量减少企业和群众提供的证明材料，对
相关人社服务事项“怎么办理”“找谁办理”都作了具体明确。

据了解，《工作指南》仅适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相关人社服务事项的办理。

人社服务再添新举措 企业群众办事更便捷
疫情防控期间市人社业务工作指南发布 本报讯（记者 熊希伦）2月 12日，记者在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保障组获悉，2月
11日首批通过“瓷都工信”微信公众号预约申领
的2万个口罩正在全城免费派送。

据悉，2月11日上午9时，全市免费派发口罩
预约申领活动在“瓷都工信”微信公众号准时启
动，仅仅29分钟，预约申领就额满停止。数据显
示，在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就有118677人参
加在线申领，访问量高达126万次，其中43605人
完成手机验证，4000人申领成功。当天晚上，景德
镇邮政公司就加班加点，对首批2万个口罩进行
分拣封发工作，做好派发前的准备工作，并将原本
定在13日的派发工作提前，12日上午就开始在城
区和乐平市、浮梁县全域免费派送。截至12日晚8
时，已有2050名申领成功的居民，分时段就近到
各邮政网点免费领取了10250个口罩。

据介绍，2月12日，第二批口罩预约申领仅
用了4分23秒，4000个名额就被成功申领。对于
市民反映的难以登陆、无法预约、领取有误等问
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保障组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可提前关注“瓷都工信”微信公
众号，点击菜单“口罩申领”，进入“口罩申领预约
系统”，填写好手机验证码，完成手机验证；针对
预约申领口罩出现无法进入和卡顿的情况，可等
待或退出系统，再次登录；对于系统提示“非本地
用户”，可启用手机位置功能后重新进入系统；

“申领成功”后，一定要把派送信息填写完整，不
可以填写非景德镇地区的配送地址；每人只可成
功申领一次，签收领取时需出示申领人身份证，
姓名一致方可签收领取。

由于口罩数量有限，市工信局再次呼吁市民
理性申领，耐心等待，将有限的口罩留给急需的人。

景德镇首批2万个口罩全城免费派送中……

我市开展“捐献热血、支援湖北”活动

本报讯（江航）2月7日市政府召开解决防疫
物资和生活必需品重点生产经营企业融资问题
协调会以来，江西银行景德镇分行主动承担金融
企业防疫责任，安排业务团队主动上门拜访20多
家企业客户，了解当前我市防疫物资和市民生活
必需品生产供应企业的融资需求，助力防疫阻击
战，全力保障民生需求。

该行本着“合规受理、快速办理、应贷尽
贷、未贷有因”的原则，安排业务团队主动对
接疫情物资和生活必需品重点生产经营企业，
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方针，要求全

行业务条线平行作业，定人定时定进度，启动
绿色通道，晚上加班整理材料，白天操作流
程，短短6天的时间内完成美琳康大、华达实
业、世龙化工各2000万元的授信贷款以及海能
燃气1000万元授信审批。

截至目前，该行已审批到位4家企业共7000
万元贷款，其中防疫防控类贷款3500万元、民生
保障贷款186万元已全部投放到位，其余仍在继
续跟进。该行将一如既往履行金融担当，充分用
好人行再贷款和省、市政府支持企业的政策，为
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江西银行景德镇分行7000万元贷款助力战“疫”

本报讯（周海平 记者 张怡）近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
景德镇中心支行了解到，为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
加强现金流通管理，该行指派人员下沉监督指导，要求全市
商业银行对现金储存及业务办理场地严格进行消毒，尽可能
保证人民群众从银行取出的现金为新钞。同时，还要求各商
业银行必须对网点柜面、ATM自助机具回收的现金进行“无
死角、无遗漏”消毒处理，确保老百姓用上“放心钱”。

截至2月10日，全市各银行押款车共配置医用紫外线灭
菌灯12台，紫外线灭菌灯66台，84消毒水900瓶，医用口罩
4800个。全市9个银行现金业务库每天全面消毒一次，126个
开放的营业网点做到早中晚3次清洁消毒，柜台投放现金约
5400万元；开放的262台自助设备每天上、下午2次消毒且
关闭循环功能，设备投放现金39250万元。此外，全市（含乐
平、浮梁）医院上门现金收款约1620万元，对这部分现金将重
点消毒后单独储存，阻击病毒传播，助力打赢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

全市金融机构强化现金消毒
确保群众用上“放心钱”

本报讯（朱智军 高淑琴）日前，市应急管理局自觉在
疫情防控工作大局中找准应急管理工作着力点，坚持自觉
履行应急管理部门“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的职责使
命，在救灾保障、服务人民中传递党和政府温暖。

据悉，截至2月11日，该局共计调拨应急救灾帐篷300
顶、棉被329床、棉大衣511件、羽绒服162件、折叠床52
张、毛毯49床、雨衣259件、临时雨具2000件，服务于全
市各级应急救援值班值守，全力支持帮助基层做好疫情防
控等工作。

市应急管理局做好应急物资
调拨服务疫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