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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本报讯 连日来，中牟县东风路街
道充分发挥“街道党工委—村（社区）党
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疫
情防控临时党支部”五级服务架构优
势，按照“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要求，
通过“四强化四提升”规划红色“同心
圆”，构筑疫情防控“共同体”。

强化党建引领，提升党委组织
力。构建科级干部抓村（社区）、支部
书记抓组（楼院）、党员干部抓户的三
级责任体系，在辖区8个村、7个社区
全部成立以支部书记、民警、医务人
员为主体的“三人小组”，建立由派出
所、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巡消防等部
门党员干部组成的防控网格 52个，
织密疫情防控网。

强化组织保障，提升支部凝聚
力。43个核酸检测点全部成立临时
党支部，机关干部、社区工作者、医务
人员、民警、党员志愿者组成 28个党
员突击队，积极开展“敲门行动”“上
门服务”，67支三人小组、网格队伍着

红马甲、红袖标深入沿街门店、背街
小巷、居民楼院、工厂企业一线。

强化担当作为，提升党员战斗
力。成立由党政办、监察室、督查办
人员组成的疫情防控督查组，通过
“四查三看两听一访”，围绕重点人员
管控、核酸检测等关键环节，深入辖
区所有点位进行全覆盖、拉网式督
查，全方位、立体式检验干部能力作
风，让防疫一线成为锤炼干部能力作
风的“练兵场”。

强化民生保障，提升为民服务
力。实行街道、村（社区）、楼院片区
三级值班值守机制，将 24小时值班
电话全域公示，实行党员干部“红色
代跑”代办服务，对辖区 322名老弱
病残、行动不便人员登记造册、建立
服务台账、加大走访频次、加强生活
保障，以微信群、电话、意见箱等形式
多渠道收集辖区群众意见建议，全力
保供应、保市场、保民生。
中牟时报 梁姗 通讯员 尚文龙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青年路街
道党员干部戴好红袖标，辖区群众和
志愿者穿好“红马甲”，同心抗疫，共
同筑牢疫情防控“钢铁长城”。

当好疫情防控“宣传员”。通过
村、社区微信群、朋友圈随时通告最
新疫情消息，实时告知群众离牟、返
牟注意事项，了解辖区群众的最新
动向；入户宣传排查，督促群众出门
做好防护措施，对计划离牟、返牟的
群众，提醒对方及时对接流入地并
报备。

当好返乡人员“排查员”。做好
中高风险地区返乡人员的排查，“红
袖标”“红马甲”们积极开展入户排
查，建立离牟、返牟人员台账，不漏一
户、不漏一人，助力织密战“疫”网，严
把疫情防控第一关。

当好辖区群众“跑腿员”。与被
隔离人员每天微信聊天，了解被隔离
人员的生活、思想、身体状况，每天两
次测量体温，配送生活必需，为他们
送上关怀、送去温暖。
中牟时报 李淑娟 通讯员 王云岭

青年路街道
同心抗疫 织密战“疫”网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广惠街街
道疫情防控志愿者招募公告一经发
出，大学生、热心村民积极响应，与基
层干部、医护人员携手并肩，筑起疫
情防控“铜墙铁壁”。党员志愿者帮
助辖区隔离户取快递、倒垃圾、购买
生活必需品。寒风凛冽，在广惠街街
道毕虎村疫情监测点值守的党员、大

学生、群众从未退缩。“请进出人员扫
码、亮码，测体温……”的温馨提醒，
为初雪寒冬增添了一分暖意。看到
志愿者拿着体温计的手冻得冰凉通
红，居民都自觉主动配合，凝心聚力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刘丽霞

广惠街街道
携手并肩 同心协力共抗疫

本报讯 连日来，中牟县韩寺镇
信访办联合各村信访代办员主动出
击、勇于担当，坚决筑牢疫情防控
“安全线”。

镇信访办成立信访“+”疫情防
控工作小组，制订工作方案，明确工
作运行机制。每周组织干部职工及
信访代办员认真学习文件通知、知

晓政策措施、夯实工作责任。各村
信访代办员不畏严寒，坚守各卡口、
高速口处，对外出预返人员做好登
记，严格监督监测外来及路过人
员，先扫码再询问从何地来、到何
地去，然后登记在册，保持 24小时
一线值守。
中牟时报 梁姗 通讯员 林磊

韩寺镇
主动出击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

本报讯 1月 17日，中牟县官渡
镇 45个点位长及支部书记严格全员
核酸检测责任落实，现场指挥、调度
督导、维护秩序，共检测 52488人次，
转运5338支样本，圆满完成第5轮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通
过微信、大数据排查等方式进行底数
摸排，统计核酸检测人数。各村通过

大喇叭全天提前广播《关于开展第五
轮核酸检测的通告》，让村民参与支
持核酸检测工作，营造全民知晓的氛
围。“敲门行动”成立工作专班，对无
法到检测点做核酸检测的群众进行
“上门服务”，严格落实消杀、通风、测
温、戴口罩等有效措施。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许坤平

官渡镇
严格落实全员核酸检测责任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雁鸣湖镇
严格落实“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要
求，把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雁鸣
湖镇共设立疫情防控服务卡口38个，
卡口党旗迎风飘扬，全体党员佩戴党
徽。志愿者身穿“红马甲”，做好信息
登记、测量体温、健康码验证、车辆消
杀等工作。班子成员带头下沉一线，

组织包村干部、村“两委”干部和党员
志愿者深入开展重点人员排查工作，
挨家挨户排查，争分夺秒完成工作任
务。各村党员干部思想毫不松懈，行
动紧锣密鼓，坚持全天候、地毯式、不
间断巡查，用好扫码+测温+戴口罩
“三大法宝”，提高群防群控实效。
中牟时报 梁姗 通讯员 尹佳佳

雁鸣湖镇
强化能力作风建设 提高群防群控实效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狼城岗镇
健全疫情防控常态化机制，抓细抓
实各项措施，确保辖区群众健康。
通过悬挂横幅、张贴通告、微信推
送、小喇叭等方式，加大疫情防控宣
传力度，教育引导群众不聚集、勤洗
手，保持社交距离，主动接种疫苗。
对商超、药店、市场、餐馆等重点区
域开展执法检查，对发现存在的风

险隐患，督促责任人立行立改。密
切关注境外、中高险地区返乡人员，
开展上门流调、核酸检测，落实隔离
观察等措施，确保管控措施严格到
位。实行跟踪“回头看”，督促问题
整改到位，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对返
乡人员严密筛查，做到不漏登不漏
管，筑牢“外防输入”防线。
中牟时报 梁姗 通讯员 吴艳玲

狼城岗镇
强化措施 筑牢“外防输入”防线

本报讯 1月 17日，为保障学习、
检测两不误，中牟县刘集镇对网课学
子现场开启绿色通道。不少学生在
志愿者的指引下提前排到队列前面
检测，5分钟左右完成采样，学生也可
以趁课间休息或中午时间进行采
样。“一开始还担心正听着课怎么做核

酸检测？真是谢谢工作人员考虑得这
么周全。”冯庄村赵女士说。“这么冷的
天，看到学生们冻得通红的小手拿着
手机，一边上网课一边排队，既感动又
心疼他们，开设绿色通道也为他们提
供了帮助。”一名大学生志愿者说。
中牟时报 梁姗 通讯员 梅亚萍

刘集镇
为网课学子开通绿色通道

本报讯 连日来，中牟县黄店镇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发出招募令，号召
志愿者跟机关干部、医务工作者携手
并肩、共克时艰，扎实完成 5轮核酸
检测工作。全镇 21个采样点均设置
有测温区、等候区、信息登记区、采样
区、临时隔离区；严格把好村民“进门

关”和一米以上“距离关”，确保区域
不重叠，人员不集中。为做到应检尽
检，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医务人员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
体采取上门采样服务，确保“不漏一
户、不落一人”。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郝世杰

黄店镇
严格把好“进门关”和“距离关”

本报讯 连日来，中牟县万滩镇
大学生志愿者主动参与全镇疫情
防控，吹响冲锋号角，坚守疫情防
控一线。大学生志愿者一遍遍拨
打着流调信息的排查电话，一坐就
是大半天；志愿者仔细核对他们是
否返乡、返乡时间、乘坐交通工具
等，提醒他们做好个人防护。大学

生志愿者主动承担起防疫卡口值
守任务，对出入村人员进行检查登
记、测温、扫码、戴口罩等，热情为
乡亲们讲解防疫知识。大学生志
愿者化身“宣传员”，在乡村到路
边，一条条“接地气”的疫情防控宣
传标语随处可见。
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白雪

万滩镇
大学生志愿者成防疫“生力军”

本报讯 1月 15日，中牟县刁家
乡在防疫一线召开党员大会，统筹安
排 28个行政村党员分包到户，让党
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全乡
各级党组织和 1400余名党员勇担使
命，多方宣传引导，走访排查，倡导
群众就地过年、返乡提前报备。成
立防疫卡点“党员突击队”，加强村

庄疫情防控值班值守，坚决织严织
密基层防控网络，筑牢疫情防控“红
色防线”。全乡党员干部履职尽责、
为民服务，带头遵守疫情防控各项
规定，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引导广大
群众正确理解、积极配合、科学参与
疫情防控。
中牟时报 梁姗 通讯员 李少康

刁家乡
让党旗飘扬在疫情防控一线

东风路街道
规划红色“同心圆”构筑疫情防控“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