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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报道：13日
下午2时许，一辆满载蔬菜的大货车缓
缓驶入福星城小区。车上装的是由嘉
鱼金润农业捐赠的白菜、甘蓝等蔬菜，
共计5吨。

“这真是雪中送炭，太感谢你们
了！”福星城小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
协调组负责人吴义三感激地说道。

因疫情防控需要，福星城小区于2
月4日实行全封闭管理，居民的生活保
障也一直牵动着全市人民的心。

“自小区封闭以来，除了这批蔬菜
以外，我们还得到了来自广东、云南等
地的捐赠，生活物资尤其是蔬菜供应
紧张的问题，得到了适当缓解。”吴义
三说道。

金润农业负责人张镇表示，在收
到该小区的蔬菜采购信息后，公司决
定以无偿捐赠的方式提供这批蔬菜。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公司
克服人难找、费用高等问题，积极配合
政府稳定市场菜价，多次组织蔬菜采
摘上市，并先后向嘉鱼各社区、单位捐
赠蔬菜200多吨。

吴义三告诉记者，福星城小区规
模大，消耗大。为此，他们制定了详细
的分配方案：优先供应4栋全封闭楼
栋的370余户居民，同时供应给孤寡
老人等生活不便的群体，最后再向其
他居民供应。

“不用来采购，
我们无偿捐！”

常言道，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方法
失当事倍功半。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
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这个时候，一方
面更加考验我们的意志品质，一方面更
加考验我们的工作方法。

关键时刻，如何确保有力、有序地
把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
地？那就是要按照市委的要求，积极践
行“五到四从四多”工作法。

“五到”，就是要心想到、眼看到、脚
走到、手抓到、要求做到。心想到、眼看
到，就要想事、见势，看事、明势，对前阶
段工作进行反思、总结，既过“梳子”，又
过“篦子”，查漏补缺、补齐短板。脚走
到、手抓到，就要迈开双脚，甩开双臂，

地毯式清查、网格化管理“四类人员”，
做好重点人员追踪、筛查，做到不漏一
户、不漏一人。要求做到，就要严丝合
缝对接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
作安排，以战时状态、战时纪律、战时作
风把上级命令坚决执行到位，全力以赴
救治感染患者，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做到不打折扣、不做选择、
不搞变通。

“四从”，就是要从我做起、从现在
做起、从本职工作做起、从一点一滴的
小事做起。疫情是一面镜子，能把党员
干部的态度、能力、作风照得一清二
楚。我们务必按照“四从”要求，结合自
身工作实际和岗位职责，多写请战书，

敢按红手印，主动到疫情防控第一线亮
身份、践初心、比作为。领导干部作为

“关键的少数”，必须带头上阵、身先士
卒，发挥以上率下的示范带动作用。

“四多”，就是要调研多走一里、问
题多思一层、工作多干一份、督导多提
一条。昨日是而今日非，疫情还在不断
变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
要深入基层一线倾听需求诉求，掌握真
实情况，努力使决策更科学、方案更有
效、措施更精准。遇到问题多问几个为
什么，多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做问题的
终结者。抓疫情防控工作，要克服懒政
思维，优化工作思路，讲究工作效率，以
说了就干、干就干好的标准推动各项工

作上台阶、上水平。督导要多提有针对
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让基层干部群
众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知道怎么抓落
实，不要来虚的。

疫情防控，既是一次大战，更是一
次大考。我们坚信，乌云不能长久遮住
阳光，只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能够在疫情防控工作当中放下架子、
扑下身子、做出样子, 我们定能在困境
中赢得胜利的光芒，必能在这场大战大
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以“五到四从四多”抓好疫情防控
○ 尹峰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
员黎记明报道：16日，市安委会
办公室发出《关于加强企业复
工复产安全防范和服务的通
知》，要求认真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安全防范和服务，确保企业
顺利复工复产。

《通知》指出，要严格按照
市防控指挥部规定时间和程序
要求，稳妥有序开展企业复工
复产。凡是达不到安全条件
的，一律不允许复工复产。

《通知》要求，县级应急部
门要重点抓好矿山、危化企业
的安全检查。县级行业主管部
门要做好本行业领域企业安全
检查。对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

隐患，要组织专家远程“会诊”，
上门现场指导服务，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及时化解消除，确
保风险受控、安全运行。

《通知》强调，要督促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求，
复工复产前必须对所有员工进
行安全教育和岗位操作培训，
特别是对新员工要严格按照岗
位操作规程，采取线上视频、线
下实操、点对点等多种形式开
展培训并组织考试；要进行全
方位、全过程的隐患排查，对排
查出的隐患要及时整改；要制
定疫情防控条件下的安全生产
应急预案并开展演练，演练可
采取推演和实演等方式进行。

市安委会办公室通知要求

确保企业安全复工复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市各个
社区迅速建立防控工作组织体系，责任
到人，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不断一
天。

市直各部门包保重点社区疫情防
控工作，市区征集志愿者进社区，深入
开展防控和服务工作。

实行封闭式管理以后，社区、小区、
楼栋实行采购配送，确保居民蔬菜、肉
蛋奶、粮食等必要生活需要。

面对疫情，我市吹响了社区疫情防
控的集结号，打响了社区疫情防控的主
动仗，筑起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防控网。

精度:科学精准

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必须
坚持群防群控、依法防控、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让社区真正成为疫情防控的一
座座坚强堡垒、一道道人民防线。

2月4日，因疫情防控需要，咸宁市
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对市区福星城小
区采取封闭管理，该小区成为我市首个
全封闭小区。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作为
福星城小区的包保单位，马上派出党员
干部前往小区服务。

“接到小区封闭的消息后，2月5日
在市指挥部交通组的指导下，迅速组建
了福星城抗击疫情工作专班，并迅速成
立小区临时党支部。”临时党支部书记、
咸宁职院纪委书记余为民说。

福星城小区有28栋楼，1200多户
居民，其中有确诊病例的4栋楼，370
多户居民完全杜绝外出，全封闭管理下
人手远远不够。

2月6日，临时党支部通过小区业
主QQ群、微信群向小区住户发出《致福
星城小区党员、公职人员的倡议书》，号
召小区内的共产党员和公职人员挺身

而出，勇当先锋，积极投身防控第一线。
倡议书发出不一会儿，就有党员、

群众纷纷在群里回应报名，志愿报名参
加小区临时管理服务工作。“目前志愿
者队伍77人，包括党员志愿者58人，
雷锋志愿者19人。”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吴义告诉记者。

抗击疫情工作专班又从这77名志
愿者中，选了7位作为尖刀班志愿者，
为有确诊病例的隔离楼栋服务。同时
还发展了几名司机，征集5台应急车，
为居民提供充煤气、代购、送医等服务。

目前，工作专班下设综合协调组、
物资配送组、医疗保障组、联络排查组、
保洁消杀组、安保维稳六个小组，共16
人，24小时驻守在小区轮流值班，晚上
就睡在行军床上。

“特殊时期不讲究什么条件，能做
点什么就做什么，我就希望不要增加新

病例，共同渡过难关。”吴义三说。

力度：干群合力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党
员就是旗帜，干部就是先锋。

疫情防控期间，市委决定，在全市
党员干部中开展“亮身份、践初心、比作
为”活动，全力推进我市打赢打好疫情
防控阻击战。

据市住建局统计，城区675个住宅
小区，226个是老旧“三无小区”（无物
业管理、无单位管理、无人防物防）。

1月30日，我市从市直机关中招
募党员干部志愿者，组建一支1009人
的队伍，下沉到226个“三无小区”。

南昌路社区八一巷小区有269户
470人，典型的城中村，没有院墙和大
门，以私房为主，租户多、年纪大的人
多。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薛猛报道：昨
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连日来我市密集出
台多项政策措施，关爱奋战在防疫一线的“最
美逆行者”。

一线人员：补助
对直接参与新冠肺炎传染病类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现场调查处置、患者救治等一线医
疗卫生工作人员，按照一类一档、二档的标
准，分类给予每人每天300元／200元的临时
性工作补助。

绩效工资：倾斜
在疫情防控期间，向承担防控任务重、风

险程度高的医疗卫生机构核增一次性绩效工
资总量，不作为绩效工资总量基数，在内部分
配时重点向敢于担当、勇挑重担、加班加点参
加疫情防控的一线工作人员特别是作出突出
成绩的人员倾斜。

突出贡献：奖励
对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出贡献的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和集体特别是奋战在疫情防控一
线、贡献突出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集体，开
展及时奖励。对于获得嘉奖、记功、记大功的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给予一次性奖金，同时可
以追加其他物质奖励。2月5日、7日，市人社
局对市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朱俊、市中心医
院呼吸内科主任徐旭燕各记功奖励一次。

招聘程序：简化
疫情防控相关医疗卫生机构等事业单位

需要紧急补充医护人员等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的，可简化招聘程序，设立招聘绿色通道。可
采用网上面试、考察等方式直接招聘聘用，以
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急需，相关招聘手续可疫
情过后补办。

职称申报：优先
在参加新冠肺炎防控防治工作中立功授

奖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可破格越级晋升，优
先评定职称，不受岗位职数限制申报职称，在
评审时按授奖情况分别给予相应加分，在政
府津贴评选中予以倾斜。

因公感染：工伤
防疫工作中，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冠

肺炎的，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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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力度·温度
——我市坚决打好社区战“疫”主动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盛勇

本报讯 通讯员余鹏报
道：近日，市国资委出台五条措
施，鼓励支持市出资企业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勇于担当、主动
作为，为我市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一是将市出资企业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情况纳入2020年企
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内容，
对在疫情防控中获得国家、省、
市级党委、政府书面表彰表扬
的出资企业，在经营业绩考核
中予以一定加分奖励。

二是市出资企业因参与疫
情防控组织开展的紧急性施工
作业、紧缺防控物资采购、生产
运输、保障供应管理等工作产

生的费用和加班工资，在计算
年度成本费用和工资总额清算
时作为特殊事项处理，不与企
业效益联动。

三是将疫情对市出资企业
经营业绩的影响作为非经营性
因素，在计算年度经营业绩考
核指标得分时予以适当考虑。

四是支持市出资企业之间
复工后在项目建设、原材料采
购供应、物流运输、招工用工等
方面互通信息、相互帮扶。

五是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协
助市出资企业的中小微企业，
争取湖北省相关政策措施的落
实，执行我市减轻中小微企业
负担的有关要求。

市国资委出台五条措施

鼓励市出资企业阻击疫情

10日，市城顺出租公司志愿者吴志锋，在书台街出租车应急服务点给车辆消
毒。自市区实行交通管制以来，我市组织三家出租车公司分别在城区老行署、桂花
城、书台街等9处设立应急服务点，为待产孕妇、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提供免费运
送服务。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梅楚 摄

免费提供
交通应急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