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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没想到，没想到，核
酸检测还可以智能提醒。”1月9日，
中原区林山寨街道疫情防控隔离
点，工作人员张明伦提起中原区推
出的核酸检测智能提醒系统，一连
用了两个“没想到”，“有了这个应用

系统，大家伙儿对携手打赢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更足了。”

重点人群核酸检测作为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一环，隔离点一线
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承受极大的工
作压力。为了有效应对当前全市

疫情防控态势，进一步加强境外返
郑、中高风险返郑、密接、次密接等
各类隔离人员的管理，严防核酸检
测忘检、漏检事件发生，近日，中原
区开发出了核酸检测提醒系统，并
第一时间组织辖区14个街道疫情

防控专干进行了实操培训。中原
区大数据管理局技术人员根据不
同管理对象需要做核酸检测的时
间间隔，设置不同的管理指令，每
天适时对隔离点疫情防控人员进
行提醒。此项大数据智能应用系

统因其便捷性和易操作性，对隔离
点加强隔离人员日常管理和精准
抗疫提供了强大助力，受到一线抗
疫人员交口称赞。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丁东红 蒋晨岗

中原区核酸检测智能提醒精准助力一线抗疫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本轮疫情发生后，中原区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党员、干部、职工深入辖区内各网点，参与网点日常疫情防控工作，配合完成核酸检测
工作，做到社区、楼院、居民全覆盖，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面对疫情再次来袭，中原区纪
委监委闻令而动，充分调动委机关
各部室及派驻组人员力量，采取
“全员参与+跟进监督”的模式，成
立2个督查组和17个核酸检测下
沉组，抽调110名纪检监察干部第
一时间投身抗疫一线，为疫情防控
持续输出“纪检监察力量”。

“这个检测点安排了多少名
工作人员？采样点设置是否规
范，方便群众？‘一米线’等措施是

否到位？”两个现场督导组重点对
全区各个核酸检测点的现场秩序
维护、信息登记、物资配备、后勤
保障等工作进行督促，针对督导
发现的问题，及时提醒各检测点
当场抓好整改落实，确保全员核
酸检测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在三官庙街道各个核酸检
测点，从清晨到深夜都有区纪检
监察干部忙碌的身影，他们严格
落实每一个工作细节，充分展现

了区纪检监察干部与基层干部
群众齐心战“疫”的决心。

“疫情就是命令，作为纪检
监察干部，我们不仅下沉一线协
助街道、社区做好核酸检测工
作，更是把监督嵌入到疫情防控
的各个环节，确保辖区所有居民
应检尽检，织密织牢疫情防控安
全网。”中原区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赵曼

本报讯 当前，正是全市上
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关键期，一线人员固
守阵地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
壁”，爱心企业和机构也纷纷伸
出援手为抗击疫情加油鼓劲。1
月10日下午，河南省淮源商会代
表一行在会长朱学良的带领下，
前往桐柏县驰援郑州核酸采集
医疗队驻地——中心酒店慰问
援郑医疗队。

中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任大同对河南省淮源商会慰问
援郑医疗队表示感谢，对桐柏

县医疗队在中原区的核酸采集
工作表示衷心感谢。任大同表
示，相信在包括桐柏县支援医
疗队在内的所有医务人员努力
下，在广大社会力量的支持下，
郑州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
情，共克时艰。

自郑州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以来，南阳市桐柏县中心医院、
桐柏县人民医院、桐柏县三医
院、桐柏县中医院等 4家医院选
拔出40名业务骨干，组成桐柏县
援郑医疗队，昼夜兼程奔赴郑
州，驰援中原区林山寨街道进行

核酸检测工作。
当得知医疗队员核酸检测

时寒冷受冻是最主要的困难时，
商会根据每名医疗队成员的尺
码，为医疗队采购 40件羽绒服，
感谢医疗队员助力郑州打好疫
情防控阻击战。

朱学良表示，感谢医务人员
不畏严寒，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
舍小家顾大家坚守岗位，守护群
众生命安全和健康，也感谢林山
寨街道时刻心系防疫一线工作者
安危，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孟令峰

1月 6日，中原区委编办抽
调12名人员，在支部书记谢辉带
领下，下沉到秦岭路街道办事处
后牛庄村核酸检测采样点，协助
社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大雪初停，天空阴沉，寒风瑟
瑟，气温偏低，但在核酸检测现场
的党员同志却丝毫没有因为寒冷

而懈怠。有的负责引导群众、维
护秩序，提醒群众保持“一米线”
距离，确保等候群众安全有序不
聚集，同时解答群众疑问；有的负
责预检工作，配合社区工作人员
指导登记、检查通行码、核对检测
信息，一丝不苟做好检测保障工
作，确保采样工作迅速有序。

从白天到黑夜，渐渐融化的
初雪、持续的低温，都见证着中
原区委编办同志们面对疫情迎
难而上的坚守和为民服务的责
任与担当，他们以实际行动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王雨涵

自 1月 4日开展核酸检测以
来，中原区发改委迅速投入疫情
防控一线，将疫情防控与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相结
合，确保工作防疫“两手抓、两不
误”，让党史学习教育在战“疫”大
考中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中原区发改委要求全员上下
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重要的政治
任务抓紧抓实，党员干部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下沉核酸检测点，坚守防控一
线。自1月4日以来，共为7个核
酸检测点提供志愿服务120余人
次，持续奋战 60余小时，为抗击
疫情积极贡献发改“红色”力量。

党组班子成员多次对下沉
志愿者关怀慰问，了解志愿者需
求，并备足口罩、酒精湿巾等防
疫物资，以及手套、雨伞等防寒

物资，为志愿者提供坚实的物
资保障。同时，充分运用微信
群、朋友圈等新媒体，及时推广
疫情防控一线照片、短视频，激
发党员干部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热情。

下一步，区发改委将坚决守
住疫情防控底线，坚持用“志愿红”
擦亮党史学习教育底色。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谢雪莺 王硕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期，基层工作人员作
为疫情防控的“守门员”“服
务员”“快递员”，24小时保持
战时状态。近期，气温持续
下降，寒冷的天气给大家带
来极大的考验，越是困难的
时候越体现基层人员英雄本
色，越是在吃紧阶段越要凝聚
力量。

中原区民政局、区慈善总
会时刻关心防疫工作一线，了
解到部分卡口存在帐篷短缺
情况，迅速行动，积极联系协

调货源，1月9日，为辖区街道
办事处捐赠的 48顶帐篷已发
放到位，以最快速度撑起基层
疫情防控值勤的“保护伞”，助
力中原区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面前，处处是“战
场”，人人是“战士”。一顶顶
帐篷，让值守在一线的工作人
员有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一
个个迎“疫”而上的身影汇聚
起了战胜疫情的强大力量和
决心，齐心协力打好疫情防控
阻击战。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朱奕阳

中原区民政局、区慈善总会
发放物资解决基层疫情防控“燃眉之急”

在棉纺路街道锦绣城社
区西院，几名身着志愿者红马
甲的大学生在核酸检测队伍
旁进行信息登记、秩序维护、
答疑解惑；在三官庙街道华
山路口，大学生志愿者对进
出卡口的人群进行逐个查
验；在绿东村街道白鸽社区
楼院内，大学生志愿者手持
检测设备跟随医务工作者为
居家隔离人员进行上门核酸
检测。

这些脸庞稍显稚嫩的志
愿者，都是报名参与由中原区
团委组织的“返家乡”社会实
践的大学生们。面对突如其
来的疫情，团区委第一时间将

报名人员按照“双向选择、属
地管理、就近就便”的工作原
则分配到所属街道办事处，在
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配合
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中原区“返家乡”社会实践
活动从2021年12月启动招募
以来，已报名大学生100余名，
目前仍在陆续报名中。接下
来，团区委将以此次“返家乡”
活动为契机，深入了解青年工
作生活状况、就业创业需求和
急难愁盼问题，营造服务青年
发展的良好环境，吸引更多的
优秀青年人才为家乡发展贡献
青春力量。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马晨曦

团区委
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为积极响应全市开展核
酸检测“敲门行动+上门服
务”号召，1月 7日，中原区政
务服务办公室迅速集结21名
“小原帮办”工作人员，成立
“小原帮办”抗疫先锋队，深
入到封控区绿东村办事处颍
河路69号院开展上门入户核
酸检测采样志愿服务活动。

8日上午，记者在采访现
场看到，“小原帮办”工作人员
身着医用防护服，胸前或背部
郑重地书写上个人姓名，和医
务人员一道，按照“一人一管一

检”的检测流程，投身上门入户
核酸检测采样的工作中。

“小原帮办”是中原区政务
服务办公室精心打造的优质
政务服务品牌，其政务服务体
系创新实践被河南省依法治
省办上报为“全国法治政府建
设单项示范项目”。此次“小
原帮办”团队又一次用实际行
动为中原区织密“筛查网”、筑
牢“防疫墙”、打好“阻击战”作
出了积极贡献。
记者 韩娟
通讯员 丁东红 丁一恒

中原区政务服务办公室
助力核酸检测“小原帮办”在行动

中原区纪委监委 下沉“疫”线助力核酸检测

同心筑大爱 战“疫”砥砺行
河南省淮源商会慰问援郑医疗队

中原区委编办 下沉社区 协助开展核酸检测

中原区发改委“志愿红”擦亮党史学习教育底色

中原区奋斗在“疫”线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