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报道：“王楚国一家6口，无发烧、
无咳嗽，一家平安；胡运勤一家平安；
蒋贞伟一家平安……”2月22日早上
8点，在赤壁市黄盖湖镇黄盖社区的
疫情防控微信群里，大家像昨天一
样，开始了线上接力报告身体情况。

黄盖社区党支部书记石军英告
诉记者，这个“平安接力”我们已经坚
持了一个多星期，这样做就是为了化
解工作被动局面。一个一个上门去
查是必须的，但居民主动报平安，更
有利于开展工作。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当“平安接

力”结束后，石军英宣布，“开始物资
统一购买配送时间，请大家将需要的
物资发到群里，我们的党员志愿者会
统一记录、线下统一配送上门，大家
千万不要出门。”

“我需要一箱矿泉水”、“我需要2
袋红糖白糖酵母”、“我需要20片纸尿
裤”……就这样，黄盖社区一天的工
作拉开序幕。

黄盖社区与城市里的社区居民
集中性强不同，它位于赤壁市边远的
乡镇，小区通道多，居民居住分散，疫
情管控难度较大。早在1月底，黄盖
湖镇党委就专门派出副镇长罗会斌

第一时间来到现场，联合社区党员干
部一起，成立防控专班，对小区进行
全封闭管理。

为消除隐患，罗会斌联合社区党
员干部一起，没日没夜的走访调查情
况，他们用一些土办法，比如说，用大
铁板、用拖拉机等将一些不必要的进
出口彻底堵死，最终只留出3个应急
通道卡点。

如今，黄盖社区的防控经验，已
经在该镇其他5个村同步推行。

当天晚10点钟，黄盖湖镇疫情防
控指挥部办公室灯火通明，原来，总
结会商会还在进行中。“医疗救治组

汇报，今天一共接收了2例心情焦虑
的村民检查，排除。”“市场环境整治
组汇报，今天的环境卫生清理工作定
点定人定时完成。”“卡口值守组汇
报，晚上10点，已安排好各卡口防控
人员交接班工作”……

据悉，像这样的总结会商会该镇
每天都要召开。黄盖湖镇党委书记、
指挥部指挥长丁玲表示，虽然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疫情一天没有彻底战
胜,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

截至目前，全镇在家的4839人，
实现无确诊病例、无疑似病例的“双
无”目标。

黄盖湖镇：重管控实现双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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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物资
保民生

“你们要的菜和日用品，我们买过
来了。明天需要买什么，请填好配送
物资清单发到小区群里……”2 月 23
日，咸宁大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志愿
者吴敏、刘宏茂在天一舍小区向业主
告知居民配送情况。

疫情发生后，咸宁大家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积极开展志愿者配送服务活
动，为天一舍小区314户居民义务配送
粮油、蔬菜、面条等生活必需品，并对
行动不便的老人实行上门服务，确保
他们生活不受影响。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
员李振琳报道：“求助啊！现在
小区严格管控，出不了门，我宝
宝的3段羊奶粉已经断了，一家
人万分焦急。”

18日早上8点，家住赤壁
城区万泰华府小区的李女士向
小区志愿者提出了诉求。

志愿者王琴英得知情况
后，马上与小区临时党支部以
及物业联系，并迅速分布在周
边母婴店挨个联系，但城区所
有的奶粉店都关门了。“小孩的

事不能耽搁！把信息发到赤壁
市志愿者工作群！”此时，赤壁市
10多个志愿者的群里都发布了
宝宝缺奶粉的信息，1000多名
志愿者都在接力为宝宝想办法。

“我温泉的朋友说他家有
这款奶粉……”终于，在当天下
午2点半左右的时候，志愿者余
先生得到了奶粉的信息。

随后，在赤壁疫情防控指
挥部的帮助下，余先生马不停
蹄地赶去温泉取回了3罐羊奶
粉，并送到李女士手上。

1岁3个月宝宝奶粉告急

赤壁志愿者接力解难题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
在疫情期间，为满足广大群众
居家阅读的需求，咸宁市新华
书店闭店不打烊，限时开展图
书、文具等商品配送服务。

读者可采用线上微信群、
二维码等方式选购图书。订单
生成后，将通过政府指定的第三

方物流平台进行统一配送至读
者小区门口。物流费用新华书
店承担。据了解，目前仅接受咸
宁城区（温泉、咸安）范围内订
单，因条件限制，最迟4天内发
货。在此期间，新华书店也会每
周定期在微信群内举办各类读
书活动。欢迎各位读者参加。

疫情期间哪里买书

市新华书店闭店不打烊

本报讯 记者夏咸芳、通讯员雷正、陈明报道：“您
好，我们上楼来给您及家人量个体温……”2月23日，廖
建辉像往常一样，与十六潭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挨家挨户
为居民们测量体温，排查进出人员，开展疫情宣传引导工
作。当天，已是他和公司支委委员、党员志愿者们下沉到
社区抗疫的第20天。

提前预判 做足准备
廖建辉是咸宁振宁武装押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

长兼总经理。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以
来，咸宁振宁武装押运公司在市委市政府、市国资委党委
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响应党中央“构筑起疫情防控人民防
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号召，把参与社区抗
疫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成立“亮身份、践初心、比作
为”抗疫一线党员志愿服务队，规定任何人任何时间，不
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参与抗疫工作。

公司党支部将“提前预判，做足准备，积极应对”作为
抗疫工作思路，迅速成立以廖建辉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小
组，启动相应应急预案，并通过电话、微信、公司管理群等
方式渠道，下发疫情防控通知要求，要求公司旗下所有员
工及家属严格落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的“居家不外
出，不聚会，不走访”等要求，并迅速确定各县市区押运大
队和机关工作人员，有力保障了员工及其家属身体健康
和应急勤务、值守的需要。

措施得力 应对积极
为扎实抓好防风险、护安全、战疫情、保稳定等各项

防控措施的落实，咸宁振宁武装押运公司积极落实防疫
物资的采购和储备，安排公司旗下各县市押运大队先后
采购了84消毒液、医用酒精、口罩、防护服、手套等防疫物
品，并对各大队办公场所，所有库区、车辆及周边环境进
行了洗消。

针对公司旗下330名干部职工分布在各县市区押运
大队，人员高度分散，工作流动性强、工作区域高度敏感
等不利于疫情防控管理的特点，公司充分利用微信、电

话、悬挂标语、张贴告示等方式，在公司及公司旗下各押
运大队宣传疫情防治知识，普及疫情防控注意事项，全面
形成科学防治、群防群治的浓厚氛围。

公司还在疫情微信群中，对330名员工逐个调查摸
排，坚决做到不漏一人，不漏一户，每日汇总公司员工个
人身体情况、家庭成员情况、有无接触疑似病例者情况，
严格执行“日报告”制度，并上报公司疫情防控小组。截
止目前，该公司员工无一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真正实现了“零疫情”。

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廖建辉称，之所以
能实现公司“零疫情”的业绩，除公司采取措施得力外，还
跟公司平时实现半军事化管理分不开，在疫情防控时期，
公司员工一致达成“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共
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真正做到令行禁止，不
给新型冠状病毒留下任何趁虚而入的机会，让公司员工
在平日严格训练中所形成的“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鲜
明特点得到最好体现。

党员干部 先锋示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作为市直唯一的一

家党支部党员志愿单位，咸宁市振宁武装押运公司党员
干部带头行动，积极参加疫情防控“亮身份、践初心、比作
为”党员志愿活动。每天，有7名党员干部职工连续20天
下沉到南昌社区、滨河社区、十六潭社区，与南昌社区、滨
河社区、十六潭社区紧密协作，守望相助，众志成城、严防
死守，做到抗疫工作不松劲、社区对接不间断、小区值守
不停歇，一抓到底，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连日来，公司支委成员带队，陆续深入南昌路社区的
八一巷、岭背巷和滨河社区财保小区、平安里小区、桥头
服装厂以及十六潭社区龙泉佳苑小区值守点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做好社区居民的疫情防控宣传和基本情况摸排，
各小区内进出人员进行严格体温检测及登记，并严格劝
阻外来人员进入社区。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廖
建辉带头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确保了公司抗疫工作
的坚强领导和有序开展。

党员孙德宏，听闻公司要成立抗疫情一线党员志愿
服务队，他立刻积极向党支部主动请缨，他妻子得知后埋
怨他：“孩子还不到一岁，免疫力差，万一你把外面的病毒
带回家交叉感染怎么办？孙德宏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

名共产党员，我必须上”。
王阁仁、陶楠两名同志是该公司党支部培养的入党

积极份子，听闻抗疫党员志愿者活动，他们主动找到公司
党群部门负责人，只说了一句简短的话：“请组织在抗疫
一线考验我”。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协助3个社区，在其辖区的6个
小区内（其中五个是“三无”社区），拉网式排查居民300余
户，登记900人次。

恪尽职守 主动作为
每年的春节前后都是武装押运最为繁忙的时期。每

天，公司都要出动300余名押运员，60余台押运车辆，100
余支防暴枪，保障全市12家金融单位20余个收现单位
700多个金融网点的武装押运和及金库值守。

今年，为防控疫情我市各地都进行了交通管制，市
区内各家银行也相继取消了营业网点的早送晚接服
务。面对疫情期间这些特殊因素，公司党支部主动作
为，积极与各金融单位网点做好沟通，对各大队押运线
路进行临时整合和优化，做好疫情期间全市金融系统
ATM机网点清机加钞及民生窗口（医院、商场、超市、
油站）等单位的武装押运工作；并按市防控指挥部出台
的文件精神，向市国资委和市防控指挥部报备，申请应
急押运车辆通行证；到社区办理应急执勤押运和值守
人员出入证明，有力保障了应急武装押运及值守工作
安全有序落实，保障了疫情期间全市金融系统及民生
窗口的正常运转。

公司还采取“就近集结人员、优化配置车辆,统一协
调指挥、合理分配调度”的模式，安全高效完成了应急武
装押运任务，确保全市金融安全稳定，切实履行武装押运
企业的社会责任。据不完全统计，自1月24日以来，该公
司6个县市押运大队累计完成168趟次，约500个网点应
急武装押运服务，实现了“员工零感染、生产零事故、服务
零投诉”，为我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应有的力
量，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国有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咸宁振宁武装押运公司：助力疫情阻击 彰显国企担当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特约记者
孔帆升报道：“不论进出，所有车辆、
人员都要严格检查。”2月22日，在通
山杨芳林乡忆江南防控卡点，组长谢
成义说，此处是入乡道路，严禁人员
随意流动。

谢成义介绍，来往车辆必须持有
效通行证，说明车辆人员、事由等信
息，对非必需进出人员一律劝返，针
对重病患者、孕妇等特殊群体，则需
社区（村）、医院等相关证明。

为严格控制人员流动，该乡严格
实行封闭管理，按照“管住车、管住
人”以及“凭证出入，严格管理与有序
流通”相结合的原则，在乡、村、湾路

口设置卡口，实行24小时值守。
同时，该乡还有100余名联防队

员，在89个村湾和1个社区实行常态
化巡逻，严防村民闲逛、聚集。

“你今天上山砍柴是否佩戴口
罩？知不知道无特殊情况不让出
门？……”株林村村委会内，民警刘
斯敏正对谢某进行教育训诫。

当日上午，谢某等三人私自越过
卡口上山取柴，且均未佩戴口罩，将
柴运至山下后被巡逻队员发现后，久
劝未果便报警。

教育训诫后，谢某等三人被依法
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纷纷表示不再
出现类似情况。

“处罚不是目的，关键要让他们
提高防控意识。”乡派出所所长肖斌
说，严格管控可增强群众防控意识，
提高防控成效。

截至目前，该乡办理涉疫情行政
案件 12起，行政拘留 1人，罚款 26
人，训诫500余人，起到了很好的警示
震慑作用。

“这是8组的、这是10组……”每
天下午，株林村辅警谢庆斌都要仔细
核对采购清单。

“都是帮村民购买的。”谢庆斌
说，村里严禁村民外出，村民所需生
活物资由他采购配送。

谢庆斌介绍，村民每日将所需物

资发到村小组微信群，由各组长统
计，再由他发给生活物资供应点，采
购后并挨家挨户上门配送。

为解决村民生活物资问题，该乡
设有2处供应点，以村为单位，确定专
人负责全村物资采购，全面推行生活
物资集中代购。同时，针对各种药品、
母婴用品等特殊用品，同样实行代购
配送上门，彻底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严控，让村民不能随意流动；严
管，让村民不敢随意流动；保需，让村
民不想随意流动，这便是该乡防控疫
情诀窍所在。

截至目前，杨芳林乡始终保持零
确诊、零疑似状态。

杨芳林乡：严把关密织防控网络

本报讯 记者周阳报道：
记者昨日获悉，为保障疫情防
控期间市民基本生活需求,市
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组织130
名理发师进小区为市民提供理
发服务。

此次理发服务分片区进行
轮转。市民有理发需求的，请
与本小区代购员联系登记，由
代购员与理发师约定时间，到

小区指定场所理发。指定场所
由各小区自行公告。

要注意的是，需要理发的
市民请在家中自行洗头，理发
师只提供剪发服务。理发时实
行一人一进，请顾客之间保持
1.5米以上距离等候，并做好个
人防护。

理发服务从2月27日起，
每日时间为8:30—17:30。

市民不用为理发犯愁

130名理发师送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王凡、华
子严报道：“我将以更加昂扬的
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以敢打
必胜的精神，把入党誓言写在
抗疫一线！”2月26日上午，一
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咸宁
市公安局赴通城开展流调工作
的现场举行。被吸纳为预备党
员的民警陈瑞如是表态。

抗疫一线受考验，火线入
党践初心。咸宁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民警陈瑞始终冲在一线。
他会同交通、医疗、卫健等工作
人员24小时开展疫情联防联
控，在执勤期间共查验车辆
500余辆、劝返车辆100余辆共
120余人。

参加流调期间，陈瑞详细
询问患者情况，并逐一记录与
患者有密切接触者的信息。目
前，陈瑞共调查确诊病例、疑似
病例以及临床诊断病例18起，
调查与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密
切接触者70余人，入户排查密
接人群80余人。

疫情发生后，温泉特巡警
大队的辅警金桥主动到太乙留
观点工作，一干就是连续半个
月以上。金桥在宣誓仪式上表
示：“在这样特殊的时期，能够
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内
心非常激动。在今后的疫情防
控工作中，我将以共产党员的
标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市公安局

两名战疫先锋火线入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