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胡雁卿）自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以来，高新区城管执法局按照高新区防疫指挥
部的工作部署，全力加强园区企业疫情防控，当好

“三员”，切实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是当好企业的“宣传员”。自1月25日开始，

该局按照网格化责任分工，对欧意陶瓷、云华陶
瓷、久日陶瓷原料等该局挂点的10家企业和滨江西
路沿线企业进行走访，上门入户发放和张贴《关于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园区
企业疫情防控管理的通知》、《倡议书》、《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手册》、《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指南》等防疫文件和宣传资料，

并在该局建立的挂点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微信群予以
发布，及时将上级有关防疫文件精神传达到企业，
劝导教育企业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二是当好企业的“服务员”。组织执法人员深入
该局挂点企业，帮助企业排查近期有无从外地尤其
是湖北和鄱阳返景的员工以及具有感冒、发热等症
状的员工，劝导教育企业留守人员戴口罩、勤洗
手、不扎堆等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防止交叉感染。
安排执法人员在昌南慧谷对华达超市、惠乐家超市
运送物资的货车给予协调放行，保障民生物资供
应。

三是当好企业的“监督员”。严格按照高新区管

委会《关于印发<景德镇高新区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
工审核方案>的通知》和高新区防疫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转发<关于延迟企业复工时间和进一步加强道路
卡口管控等有关事项的紧急通知>的通知》文件精
神，组建两个工作小组对全区企业分片进行排查，
杜绝除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 （供水、供气、供
电、通讯等）、疫情防控必需（医疗器械、药品、防
护品生产和销售等行业）、能源供应等涉及重要国计
民生的园区企业违规提前复工。截止目前，该局共
排查出2家园区企业违规提前复工，已当场责令其暂
停运营，对上班人员进行了劝离，及时告知企业挂
点部门，并向区防疫指挥部和区企业服务中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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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珠山区里村街道强调以突出“大网格”
群防群控理念，按照“小区封闭、分片管控、点面联防”的工作思路，切实加强对居民
小区实行封闭管理，通过点面结合、内外联动，全面构建起基础防线，成立党员志愿
者队伍，并分为早中晚三班，24小时配合物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最大限度保障群
众在疫情期间的健康安全。 （刘翡 本报记者 付裕 摄）

当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市民群众足不
出户、宅在家中应对疫情的时候，珠山区却有这样
一群人加班加点、负重逆行走出家门投入到疫情防
控一线工作中，他们就是城管队员、环卫工人，他
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城市逆行者”，始终坚守
在疫情防控一线。

众人拾柴火焰高
全区域防疫消杀、重点区域疫情布控、小区封闭

式管理是抓好辖区疫情防控的重点工作。为了抓好
疫情防控重点工作，珠山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们不
分昼夜坚守在各自管理网格化区域，主动履职、担当
实干，在冷清的街道上到处是他们忙碌的身影，疫情
期间他们蹲点执勤，防疫消杀……维护了辖区干净、
整治、有序的市容环境。负责珠山中路果壳箱消杀的
环卫工人王师傅说“知道这个时期工作危险度高，但

越是这个时候，城市的卫生保洁越是要做好，不给病
毒藏身之处，自已辛苦一点也值得。”

党旗飘扬斗志浓
当疫情爆发后，在珠山区城市管理局党员队伍

中响起了“我是党员，我要求上一线”、“我是党员
向我看齐，关键时候我不冲锋谁冲锋”的铮铮誓
言，由局机关、直属城管中队、驻地城管中队党员
干部组成的党员先锋抗疫突击队奋战在疫情防控一
线。在麻石弄瓷器街隔离区内，他们不分昼夜加强
巡查值守，排查重点区域，隔离区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昌江城管中队中队长刘坚欣慰地说：“为了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队员放弃了与家人团聚，以隔离区
和办公室为家，吃住都在这里，虽然工作很辛苦，
但是得到市民和政府的肯定，看到疫情控制，心里
有一种成功的满足感，身体上的疲劳感也消失了一

半！”
全天不休为防控

火车站也是珠山区疫情防控重点区域，参加里
村火车站、高铁站值守的城管队员通常都是全天不
休，排查引导过往旅客，累了就卷缩着身子躺在矮
小的坐位上休息，饿了就快速拿起方便面在最短的
时间内吃完，然后又投入到紧张快速的疫情防控
中。“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便于工作24小时
随时调度，值守人员每天睡觉就在车站的椅子上
睡，丝毫没有半点怨言！”里村城管中队中队长邱晓
东感慨地说。

在高高飘扬的党旗下，党员先锋抗疫突击队奋
战在城区街头、隔离区、火车站，处处都能看到他
们负重逆行的身影，他们佩戴的党徽是他们战斗的
见证，他们熬红的双眼是他们战斗的诠释。

战“疫”中的城市“管理者”
——珠山区城市管理局疫情防控工作记略

特约通讯员 王宇俊 近日，在疫情防控值守点值勤的乐平市城管局武装
部副部长彭建锋，不顾个人安危，闻讯跳入冰冷河水中，
勇救一落水老太太，受到当地村民的拍手称赞。

这天上午9时许，寒风习习。根据组织安排，彭建锋
正和队友在该市乐港镇邵家村与鄱阳县交界处设卡，有
序进行蹲守执勤、排查车辆、测量体温工作。突然，约一
里开外的乐安河方向传来村民的呼叫声，“快来救人啊，
桥边有个老太太落水了。”

彭建锋闻讯，迅速带领3名队员飞快往现场跑去，只
见一老人落在水中，情况十分紧急。“我当过兵，我先上！”
见此情形，彭建锋不顾个人安危，来不及脱掉衣帽，迅速
跳入冰冷的水中，展开营救行动。紧随过来的队友和村
民马上组成人梯，快速将被彭建锋救出急流中的老奶奶
接到岸上。此时，在场的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小伙子好样的！您是我家的恩人啊。”老奶奶的家
人向着彭建锋竖起大拇指说到。

“我的水性并不好，当时完全是身穿迷彩服的第一反
应。”事后，彭建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到。

勇救落水老人
朱德文 杨仁邦

本报讯 （郑文） 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自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浮梁县污水处理
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
县关于防控疫情工作部署，把疫
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首要任务，
积极作为，多措并举，全力以赴
抗击疫情。

该厂从自身防护做起，给员
工配发口罩、体温计、消毒液等
用品，每天用消杀工具和消毒药
水，对厂区楼梯扶手、食堂、卫
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清洁消毒，
严防病毒滋生，最大限度杜绝疫
情传播，保障职工安全。同时做
好疫情的预防宣传工作，通过厂
内部QQ群、微信群等方式，持续
加大对疫情防护知识的宣传和普
及力度，引导员工不随意外出、
不走亲访友、不聚餐聚会。每日
对上班人员和进厂区非工作人员
进行体温测量2次，并做好记录。
同时严格执行“日报告制”、“第
一时间上报制”和24小时专人值
班带班制度。

该厂向全体员工发出抗击疫
情募捐活动的倡议书，全体员工
立即纷纷捐款。由于是疫情期
间，为避免大家相互接触率，全
体员工均在厂微信群里进行了捐
款。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24名
员工总共捐款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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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激励关怀一线党员干部，切实让广大党员干部
在温暖中坚守、在激励中战斗，近日，浮梁县寿安镇
党委充分利用浮梁县委组织部在防疫抗战期间划拨的
党费，深入该镇卫生院及各村（居）党支部，慰问战
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基层党员、干部，
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等，真正把党的关
怀和温暖传递到疫情防控最前沿，激励广大医务工作
者和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勇于担当，扎实工作，守护
全镇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暖 心 的 党 费
杨丹

本报讯（朱郑江）在举国众志成城抗击和防控新冠
肺炎疫情关键时期，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响应市委市政
府的倡议，党员干部不顾个人安危、不计名利得失，时刻
冲锋在前，坚守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该局党员志
愿者每日到昌江区西郊街道汪王庙社区疫情防控点，对
社区人员开展体温监测、宣传防疫知识、办理通行证等
工作，禁止外来人员进入小区，小区住户凭通行证出入
小区，保障住户自身安全，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社
区住户及时了解更多防疫知识。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
党员志愿者坚守在防疫一线

本报讯（叶列东）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处在关键时
刻。为有效防止病毒传播，根据珠山区应急指挥部的第
4号指挥部令要求，珠山区石狮埠街道对辖区内所有的
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

2月8日，石狮埠派出所民警接石狮埠街道工作人员
报警，梨树园北苑有一男子在2月6日16时许肆意将社区
设置的防疫护栏推开并出入，给社区防疫工作造成极大影
响。民警接警后，立即展开调查并将当事人管某口头传唤
到所进行询问。经询问，管某对其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
急状态下发布的决定、命令一事的行为供认不讳，并进行
悔过。目前，该所依法对管某处以行政处罚。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疫情防控和维护社会
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广大居民群众应理解和支持街
道、公安、社区等防疫工作人员的工作，对于不听劝阻、恣
意妄为、破坏工作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严厉查处，绝
不姑息！

防疫期间恣意妄为被处罚，该！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疫情发生以
来，我市各基层社区、村庄高度重视，认真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安排，为保障居民群众生命安
全，采取一系列关于疫情防控的保障服务措施，以
坚定的意志守护在一线的工作岗位上，坚决打赢这
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

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社区党委联合景德镇日
报社、珠山区区审计局、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共建单
位组织志愿者联防联动，共同发力。及时成立了多
支连心小分队分网格再次进行地毯式宣传排查，逐
栋逐户进行登记排查来景外地人员、车辆。对排查
对象进行心理疏导，让他们不要担心。给暂时需要
隔离的居民送上体温计、一次性口罩，为他们购买
生活必需品。同时，志愿者们在小区内全面开展集
中消杀行动。 （本报记者 付裕）

珠山区珠山街道御窑社区在组织抓好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中，积极协调帮扶单位珠山区民政局，联
系御窑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合街道民政办、卫计
办、计生协、关工委等职能部门开展“疫情”送温
暖、送爱心活动。关心关怀三无人员、空巢老人、
特扶人员的日常生活，及时帮助解决她们遇到的难
题。同时，社区在疫情防控物资非常紧缺的情况
下，挤出部分口罩、酒精、消毒液、一次性手套等
送到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等困难人员家中，同时对
他们进行体温测量和心理疏导工作。（朱荣根）

珠山区里村街道曙光路社区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社区按照网格化布局在辖区内分组开展各项工
作。一是在小区楼道口张贴《致广大居民的一封公

开信》，给辖区居民发放新冠肺炎健康科普知识宣
传单、告居民书等宣传资料；二是利用小喇叭开展
流动宣传；三是通过电子大屏幕全天候滚动宣传。
社区通过网格包保，电话沟通的方式，对外来车辆
及外省来景人员进行摸排、登记、建档工作，做到
不漏一人。对所有登记造册的外地来（返）景人员
每日体温检测不得少于2次。同时，该社区物管工
作人员及社区工作者每天在小区里严格按要求消毒
喷洒。 （戴军）

珠山区昌江街道瓷器街社区联合共建单位昌江
区检察院党员志愿者用流动喇叭到辖区里弄、楼栋
宣传“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等防疫知识。同
时，告知居民为防止外来人员进入，辖区即将实行
封闭管理。 （占燕婷）

昌江区荷塘乡杨湾村党支部在乡党委的指导
下，成立了疫情防控党员先遣队，布置了茶叶山、
陈湾、礼城等三个防控卡点。在防控卡点上，党旗
迎风飘动，党员按照部署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不分
昼夜、不论刮风下雨，严防死守，坚决不让疫情蔓
延。并参与对村民的防疫知识宣传和防控点来往车
辆的消毒。对湖北、温州、鄱阳等地返村人员进行
摸排，对其进行家中消洒、政策宣传，晚上队员们
还会开着自己的汽车，手持“小喇叭”向村民广播
防疫知识。 （余永平 特约通讯员 许荣崽）

在疫情防控的第一时间，昌江区鲇鱼山镇徐湾
村党支部就组织和发动党员同志带头深入各村组，
对来自湖北、武汉等敏感地区返乡人员开展彻底摸
排工作，对返乡人员开展体温监测、防控宣教、环

境消杀，同时利用山区的有利交通地理优势，适时
设立进村入组防控卡口。

（胡越 特约通讯员 许荣崽）
浮梁县三龙镇三龙村自发组建防疫志愿巡逻

队，筑牢防疫安全网。三龙村充分考虑到村小组多
且分散，村民人口多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根据
志愿者所属村小组合理划分三支小分队，包组到
人，分头全面展开行动。每天连续奋战12个小时。
无论刮风还是下雨，白天还是黑夜，三龙村志愿防
疫巡逻队坚持每天不间断巡逻，从每天早上9点直
至夜晚9点，全天12个小时，引导群众不聚集、不
外出，他们不辞辛劳、舍身忘我，为三龙村全体群
众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邹杨军 特约通讯员 汪圣林）
浮梁县寿安镇柳溪村开展捐款、捐赠口罩行

动。该村辖区民营企业四季山庄、王家坞矿业有限
公司、新越道路有限公司、兴矿碎石加工厂、众鑫
石材加工厂及有关爱心人士积极响应镇村号召，积
极捐款、捐赠口罩，并走村串巷，挨家挨户地将
5000余只医用口罩送到村民手中，此举深受群众一
致好评。 （杨招华）

“黄书记，今天还要人吗？”、“一切听从安排”、
“需要人我报名”……这是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浮梁县瑶里镇长明村党支部书记黄海发每一天
都要接到的电话。在这些要求参加防控疫情的人群
中，除党员干部外，还有村里的贫困户们也纷纷要求
请战。在防疫阻击战中，该村的贫困户同党员干部
共同筑起了一道联防联控的安全“疫线”。（黄湘国）

众 志 成 城 抗“ 疫 魔 ”
——我市各基层社区、村庄齐心协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强调公民之间应该相
互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友好和睦，努力形成社会
主义新型的人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