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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
讯员 彭茂华 陈湘林）“越是关键时
期，越要注重察民情、听民声、护民利。”
根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曾市南的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认真做好“结合文章”，夯实工作基础护
航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急难险重的斗争
中检验日常监督执纪工作成效。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全市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纪律挺在疫情防控
第一线，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全市共组建144个检查组，奔赴“抗疫前
线”监督检查防控工作责任落实和措施
落实情况。截至 2 月 6 日，共追责问责
944人，其中免职11人，通报批评518人，
诫勉谈话97人，提醒谈话129人，批评教
育100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
强法纪监督保障。同时，结合疫情防控
监督检查，灵活采取电话调查、网络受访
等多种形式，倾听群众呼声，化解信访矛
盾，解决群众困难。对收集的问题线索，
运用移动“云资讯”和“学习强国”平台召
开视频会议，及时进行交办。2月6日，隆
回县六都寨镇纪委书记罗志军对金湾村
信访人李某进行电话回访。在疫情防控
关键期不能拖，“如果群众对干部不信
任，可能影响金湾村疫情防控工作。”于
是，隆回县纪委监委第二片区统筹安排
人员协助六都寨镇纪委，结合疫情防控
监督和宣传，走访相关群众，听取意见、收集线索、反馈情况。

我市于2019年9月在湖南省率先开展的“廉洁单位”创建
活动，目前正是第一批“廉洁单位”创建关键时刻。疫情防控
启动后，市纪委监委要求将疫情防控工作履职情况纳入“廉洁
单位”创建评估指标，把疫情防控工作的落实作为“廉洁单位”
创建的“试金石”。2月5日，市纪委监委发布通报：洞口县醪
田镇人民政府、洞口县林业局等单位7名党员干部因落实野
生动物监管措施不力被问责。2月6日，洞口县纪委监委决定
取消醪田镇人民政府和洞
口县林业局“廉洁单位”创
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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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马娟） 2 月
10日晚，邵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市各县（市）、区对未
满14天的现有居家医学观察人员，以及后
续新发现的需要隔离观察的人员，一律实
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实行核酸检测。

通知要求，对集中观察人员要实行单
人单间，由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每天

早、晚进行一次体温检测，并询问其健康
状况，可根据情况适当采取中医药干预措
施，并每天填写好集中医学观察记录表。

为确保提高排查效率，在实行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2天内对观察人员进行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
间，发现观察对象出现医学临床症状时，要
立即向当地卫生健康部门报告，并按规定

送定点医疗机构诊治。医学观察期满，如
无异常情况，应及时解除医学观察。

各县（市）、区将组建由政府牵头，卫
生健康、公安、村组（社区）干部等相关部
门共同参与的专业队伍负责隔离医学观
察工作，上门入户进行动员、说服观察对
象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拒不配合造
成不良后果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追责。

我市所有居家观察人员实行集中隔离

“巧满满，这个屋里有人
讲话但就是不开门，您来看一
下。”“在哪里，我就来！”“巧满
满，我老娘不晓得如何消毒，
您去帮一下忙要得吗？”“莫
急，我就过来！”……这是2月
9日，大祥区百春园街道马蹄
社区党员志愿者张巧成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通话。

今年60岁的张巧成是马
蹄社区的老党员，也是经常帮
助社区开展工作的“热心人”，
更是调解邻里之间家长理短
的“和事佬”，街坊们都亲切地
称他为“巧满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张
巧成每天关注官方发布的疫
情报道，心里十分着急。当社
区成立党员先锋队时，他第一
时间报名，他说：“只要组织需
要，我马上到位。我是马蹄社
区原住民，门清路清底子清，

我来配合你们开展工作绝对
没问题。”

自加入党员先锋队后，他
主动配合街道和社区工作人
员开展上门摸排、入户宣传、健
康防疫、灭菌消毒等疫情防控
工作，每天挨门挨户敲门，户主
如果不在家，他会五六个小时
后再过去登门拜访，确保每家
每户都摸排、宣传和巡查到位，
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他的
足迹遍布马蹄社区的每个角
落，辖区18个居民小区和7个
居民小组都能见到他的身
影。他还自编了一首诗：“疫情
传播很猖狂，白事不要设灵堂；
先人灵柩放祠堂，轮流悼念不
成行；移风易俗政策好，酒席宴
请不能搞；过夜清晨就出门，配
合防疫最孝心。”贴在祠堂门
口，友善提醒居民在特殊时期
不扎堆、不摆酒、少出门。

“巧满满”战“疫”记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胡晓建 丁志军

老公：
我不在家的日子，一切都

好吧？怕儿子女儿的眼泪会
让我难以割舍，所以出征前拒
绝你们来送我，不要见怪哦！

跟随湖南省援鄂第二医
疗队来黄冈一个星期了，每天
都忙碌而充实。本来想跟你
们好好聊聊，可是等我下班
时，已是凌晨3点了。

跟你说说我在这边的情
况吧。在黄冈，我备感温暖。

黄冈人民真好！那天，黄
冈的司机载着我们满满一车医

务人员，就像捡到宝贝一样激
动：你们来了，我们就有希望
了。到达酒店，已经是深夜，服
务员为我们精心准备了晚餐和
水果。我的手机屏幕坏了，又
不能外出购买，非常着急，曾普
华副领队紧急调配，为我送来
新手机。

黄冈患者真好！穿了防
护服，带着两层手套，再给病人
打针，找血管的时候，病人说：

“我血管不好打，你就放心打，
不管打几次，不要怕。”隔离病
房没有专职保洁员，护士统一

清理垃圾，一位病人看到我们
忙碌的身影，心急又内疚，说：

“现在谁敢来这个地方？你们
那么勇敢，过来给我们治病，我
一定要好好注意卫生。我反
正也没有什么事做，你发拖把
和消毒液给我，卫生就由我们
打扫。”隔壁床的奶奶向我们作
揖，激动地说：“感谢你们那么
远来救我们。”每天都会收到病
人不计其数的致谢。

黄冈的同事真好！由于
环境陌生，每个病区会有两名
当地医务人员协助工作。这

里的护士自己戴普通口罩，把
外科防护口罩让给我们。大
家在走廊一袋一袋地整理医
疗垃圾，我看见她们弱小的身
躯真的很感动。

在大别山医院，还有太多
的感人事情，下次我们再说。
这真是一场生死与共的战争，
我们不得不全力以赴！

妻：淑珍
2020年2月3日

（简介：张淑珍，女，中共
党员，副主任护师。邵阳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医改与社会服
务部副主任，湖南援鄂第二医
疗队护理管理副组长。)

在黄冈，我备感温暖
张淑珍 （陈星 整理）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袁
进田 通讯员 罗伟洪 刘
恒斌）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后，邵阳全体交通民警和辅警
一直奋战在第一线。连日来，
不断有爱心企业和市民捐赠
防疫用品和相关物资，助力交
警抗击疫情。2月10日，十余
位爱心市民驾驶小车，分别装
载着自己筹集的防疫相关物
资，集中捐赠给邵阳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

此批物资，包括医用酒
精、84 消毒液以及各类水果
和食品等物资。捐赠活动发

起人谢帆介绍，自己和朋友一
直关注着邵阳交警的各种工
作动态。看到邵阳交警坚守
岗位的相关报道后，深受感
动。于是，他就在自己的朋友
圈中号召每个人尽自己的能
力筹集防疫相关物资，集中捐
赠给邵阳交警，为抗击疫情贡
献自己的力量。没想到号召
一发出，大家便踊跃响应。

捐赠现场，交通民警、辅
警纷纷表示，邵阳交警的工作
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自己
内心备感温暖，将认真履职尽
责，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爱心捐赠 同心抗疫
十余位市民自发购买防疫物资赠给邵阳交警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胡晓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大祥区强化统一
调度，建立和完善“四个专班”的工作机
制，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全员上岗，有条不
紊地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筑起了全区
城乡基层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疫情防控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
层。村组社区防疫战怎么打？大祥区委、
区政府第一时间下发指导意见，要求各乡

镇街道组建“四个专班”：乡镇街道党（工）
委书记牵头组建综合协调专班，具体负责
乡镇街道范围内的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疫
情检查、督办调度、舆情管控等综合工作，
确保全区基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高效统
一。乡（镇）长或街道办主任牵头组建监
测防控专班，干部包干到村（社区），具体
负责各类重点人员排查防控、健康监测和
确诊病人救治等工作。人大联工委主任

牵头组建重点场所管控专班，具体负责重
点区域、重要场所防控工作。政协工联委
主任牵头组建舆论宣传专班，引导广大群
众及时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在“四个专班”的统筹组织下，大祥区
夯实基层基础，汇集成了全区同心战“疫”
的合力。截至2月7日，该区成功劝阻各
类红白喜事宴请150余起；所有重点人群
防控都按照一名党政干部、一名社区干
部、一名民警、一名医务人员的要求组成

“四包一”工作小组，对重点人群做到宣传
防疫知识到位、帮助生活服务到位、督促
居家隔离到位、每日健康监测到位、异常
情况处置到位“五到位”。

大祥区“四个专班”
筑牢基层防控基础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波 通讯
员 刘龙桥） 2 月 10 日，我市召开外贸
企业复工复产工作调度会，就当前企业复
工复产面临的困难进行调度，要求全市有
关部门全力做好外贸企业服务和保障。
副市长晏丽君出席。

当前，我市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正在有序推进

全市外贸企业复工复产。据市商务部门
统计，截至2月10日全市外贸企业共开工
62 家、上岗人员2 万余人，预计2 月13 日
至15日有100家左右企业复工、上岗人员
4万余人，月底前所有外贸企业有望全部
复工。

在听取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后，晏丽
君要求各部门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提高

思想认识，靠前指挥，突出重点、加强防疫
物资调度。要全力支持相关企业尽快复
工复产，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开辟绿
色通道，简化工作流程，提高业务办理高
效化、便利化水平。开展“送政策上门、送
服务到家”专项活动，帮助企业懂政策、知
流程、好办事，提供融企对接服务，促进银
企信息衔接畅通，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有序推进外贸企业复工复产

2月9日，新邵县红十

字会接到湖南富凯建设有

限公司10万元捐赠，同时

还收到爱心人士肖厚捐赠

的医用酒精 20 箱。截至

11日，该县红十字会已累

计接受社会各界人士捐赠

款物230万余元，其中资金

100.2万元，物资130.6万余

元。图为爱心人士正在搬

运准备捐赠的物资。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罗亮红 张小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