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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 财苑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党员就是
旗帜，干部就是先锋。

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打响以来，市
财政局党员干部坚守初心使命，发扬“我是党
员，我先上”的精神,义无反顾战斗在资金物
资调拨、社区小区值守和驻村扶贫一线，先后
有4批共104人次参加志愿者活动，除抽调
市防疫指挥部、自建小区值守和外地返咸居
家隔离等人员外，全局全员参与，在全市疫情
防控工作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工作专班：
一手抓资金保障，一手抓统筹协调

战时状态，必须有战时机制。
1月22日，市财政局迅速组建工作专班，

协调市直相关单位承担市防控指挥部保障和
捐赠组工作，统一管理与调配防疫物资，组织
医疗、防疫物资采购，积极争取上级和国内外
援助，统筹安排财政资金、社会捐赠资金等防
疫资金，做到日清日结。截至2月26日，全市
累计投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29086万元，用
于医疗救治、疫情防控所需设备和防控物资
采购、疫情防控人员补助等。

“把资金第一时间拨付出去，用在疫情防
控上，就是最好的年夜饭。”鲁恩旺说。

大年三十，市财政局紧急协调人民银行

咸宁分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开通拨款绿色通
道，将小额支付额度从100万提升到5亿元，
确保资金在1个工作日内拨付到位。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以满足疫情防控
需要为目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的，可不执
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海外采购
的进口物资无需审批。针对部分防护物资紧
缺的严峻形势，紧急启动海外采购程序，通宵
加班向加拿大采购医用防护服16800套。

“海外采购的防护服缓解一线医护人员
物资短缺，熬多少夜都值得。”市财政局政府
采购科詹乓说。因为时差的关系，采购工作
专班每天晚上基本不敢睡，要时刻与境外保
持沟通对话，第2天白天还要商量对策，确保
尽快签订采购协议。

为确保资金物资统筹分配好，先后参与
拟定新冠肺炎防疫物资采购工作规程、防疫
物资管控和调配管理办法、新冠肺炎社会捐
赠款物管理工作规程。

先后出台《疫情防控财政相关政策问题
解答》《关于进一步关爱和激励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若干措施》，全市累计拨
付医护人员相关补助资金9500万元。

出台落实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财税支持政
策若干措施，确保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有序开展。

党员志愿者：
一手抓机关管理，一手抓社区服务

“战时机制，党员干部没有放假一说，除
武汉的不回以外，所有党员干部都必须归位，
去武汉或与武汉回来有接触的，都要自动居
家隔离，其他人员随时听候调遣”。1月27
日，党组书记、局长鲁恩旺带头，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施继武总督导，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
记朱之勇担任志愿服务队队长，党组成员班
子成员全员上阵，县级干部下沉一线，自腊月
二十八起，一直奋战在疫情防控的各条战线
的最前沿。

局机关组建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明
确工作职责和责任分工，政令传达、小区值
守、后勤保障、返咸人员异动监测全部在第一
时间到位。局办公楼和3个生活小区无一例
确诊和发热疑似病例。

“我们是支部书记，让我们先上”。2月1
日，机关6个支部书记带头，作为全市第一批
党员志愿者，口罩就是唯一防护工具，深入银
泉社区，逐个对外来人员进行详细登记、检
测。

2月2日至7日，3批次37名党员干部，
深入咸安区浮山办事处银泉社区14个居民
小区，开展“亮身份、践初心、比作为”活动。

2月12日，根据市防指的要求，安排6名
志愿者在瑶池酒店服务云南驰援咸宁医疗
队，并坚持每天早上6:30至晚上9:00轮班
为医疗专家和医务人员做好后勤服务，直到
疫情结束。

2月13日，银泉社区“三无小区”力量不
足，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朱之勇带队，15
名志愿者分赴银泉广场、荣恩堂等卡点，严格
控制车辆通行和人员出入，详细做好登记和
体温测量。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鲜红的旗帜，在疫情
防控的一线，一件件红马夹构筑起一道道安
全屏障。有人居家隔离期满后，主动请缨到
防疫一线；有人爱人在医院防控的一线十多
天未进家门，白天当志愿者，晚上回家安排一
家老小生活；有人全家出动，天亮出门，各奔
战斗岗位，天黑都不能回家。

截至目前，已在 16 个小区，入户排查
4227户，排查人员9125人，劝返人员531人
次。

驻村工作队：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蔬菜保供

疫情不退，党员不退！2月3日，市财政
局驻蒲圻湖村工作队在防疫现场开展2020
年第2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与村党支部举

行宣誓。
市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声令下，

市财政局驻村工作队按时到岗到位。全力配
合村两委，全面摸排从武汉返乡的学生、务工
人员，做好体温检测。目前，全村无确诊病
例，无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17人。

作为传统的蔬菜种植基地，全村蔬菜种
植面积5000亩，年产量达5万吨。驻村工作
队与村两委干部一起，把疫情防控放在首要
位置，同时抓好蔬菜的生产供应，召集本村的
蔬菜经纪人，依托蔬菜合作社和物流信息平
台等，多渠道帮种植户找市场、找销路，并协
调相关部门，办理农产品绿色通道手续，保证
蔬菜的及时外运，目前已外销蔬菜200多万
斤，主要销往武汉、南昌、广州等地，有力的保
证市场供应，同时也增加了村民收入。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上级要求，进一步
做好疫情防控同时，搞好春耕备耕的生产工
作，确保疫情防控和春耕备耕两不误。”市财
政局驻嘉鱼县渡普镇蒲圻湖村工作队长周健
坚定地说。

咸宁财政：“三线”作战抗疫情
通讯员 何四新 李旭

图为通城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陈新日带队暗访武汉返乡
人员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图为通城县纪委监委督查组在该县烟草专卖局小区了解武汉返乡人员
摸排及监测情况。

图为通城县纪委监委督查组在县防疫指挥部对各地捐赠物资接收、分
配、发放和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图为通城县纪委监委第四、第五纪检监察室办案人员入户调查相关疫情
问题线索。

26日，通城新冠肺炎新增病例连续10天为零，
疫情阻击战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自1月21日全
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开展以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统一号令，一支支生力军在这个打工大县鏖战，三级
隔断，逐户排查，应治尽治……全面阻击新冠肺炎这
个看不见的敌人。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全县纪检监察干部
奔赴抗疫一线，守护纪律底线，冲锋在前，督阵在后，
以铁的纪律倒逼各级各单位和广大党员干部扛责履
责，汇集战“疫”强大力量。

亮剑，“9个一律”划出疫情防控纪律红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1月21日，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成

立，通城战“疫”打响。22日，县纪委监委火速成立
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疫情防控监督检查领导小组
和工作专班，并第一时间研究出台《关于严明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纪律的通知》发到各
乡镇和县直单位。“通知”里，县纪委监委明确责任追
究“7个一律”，对于擅离职守、躲避责任、临危脱逃
的；对于玩忽职守，工作不力造成疫情蔓延的等问
题，一律严肃追责问责。

28日，随着防控斗争的深入，县纪委监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严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纪律的通知》，增加两个“一律”：一律从快从严
从重追责，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追加了“四个坚
决”，旗帜鲜明地查处瞒报、漏报、迟报、错报、谎报重
要信息等行为。

纪律是胜利的保证。两道“通知”、“9个一律”，
密织战时纪律体系，督促全县数万党员干部守红线、
听指挥，合力战“疫”。通城，迅速进入战时状态。

令必行，禁必止。县纪委监委将疫情举报电话
制成1000张卡片，张贴在城区各个社区小区、街道
楼盘、巷口卡口，以及乡镇各个村湾、屋场。对公布
的两个举报电话安排专人接听、专人登记，形成疫情
防控问题举报专门台账。

对各类违纪、失责问题，县纪委监委严格实行
“六个一”机制，线索第一时间交办，问题第一时间调
查，情况第一时间听取，处理第一时间讨论，处分第
一时间下达，通报第一时间印发。

“你好，我发现有一家药店口罩涨价了。”“我举
报，村里有人聚众打牌。”……到目前，共接到群众诉
求、举报电话165个，提供问题线索16件，现场解答
问题89个，快速查处10件。

淬剑，16个督查小组沉到一线“查问题”

此次战“疫”，纪检监察干部也是逆行者。他们
奔赴防控一线，既当督查员、战报员，又当宣传员、调
解员，甚至代购员、快递员，与重点疫区返乡人员和
居家隔离人员面对面，零距离接触。

根据疫情防控形势需要，从最初每天派出1个
督查组，到每天每个乡镇派出1个督查组，到后来将
社区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每个社区每天派出1
个督查组，全县每天共派出16个督查小组、68名督
查员，分赴隽水镇8个社区及其他乡镇、村组，坚持
问题导向，通过现场察看、查阅台账、暗访巡查等途
径，查找武汉返乡人员摸排、控制传染源、动员群众
联防联控等重点工作中的短板与不足。督查小组每
日上报“疫情防控问题线索统计表”，督查情况原汁
原味反馈给相关单位，对发现问题和整改情况建立
台账，实行销号管理。

白沙社区处于城乡结合部，面积12.5平方公
里，居民8000多户近两万人，前期排查有武汉返乡
人员772人，社情复杂，疫情防控难度大。

督查是防控链条的最后一环，负责该社区督查
的县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主任周传星深感责任重

大。她对8000多户居民随机抽查，对每户返乡人家
上门督查。在东方名都，发现武汉返乡人员陈某某
出现发热症状，她果断协调社区、住建、物业等部门，
迅速将其家13口人分别送往医院救治和集中隔离
观察。后经诊断，陈某某家5人确诊，1人疑似，1人
属于无症状感染者，因处置及时，使这一例家庭聚集
式感染控制在家中。白沙社区八组、祥瑞家园、环保
小区、税苑小区、剧团小区等有确诊病例的区域，她
每天必查、必看、必反馈，每天2万多步丈量疫情防
控线。

银城社区地处隽水城区中心，人流量大，背街小
巷多，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该社区督查组组长、
县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张海意感到登记的武汉返乡
人员数据与实际情况有差距，便逐街逐巷地跑，一户
一户地查。战“疫”初期，防控物资紧缺，她只戴着一
个医用外科口罩，和社区工作人员入户摸排，对武汉
返乡人员每天两见面两测体温。居民普遍反映，交
通管制后买生活物资不方便。她一方面入户时帮部
分居民代购，一方面向社区提出便民服务三色卡的
建议，分居家型、外地返乡型、外出未归型分别张贴
红、橙、黄三种颜色的服务卡，卡上留有物资配送、液
化气站和困难救助热线号码。三色卡深受居民欢
迎，迅速在银城及周边社区推广。

在防控一线，16个督查小组、68名督查员掌握
大量一手资料。县纪委监委印发的15期《督查通
报》中，各种问题线索达600多条。从武汉返乡人员
登记不全到居民聚集打牌、不戴口罩外出，从卡点封
闭不严到值守点缺帐篷、值守人员不在岗，从村委会
乱开证明到小超市违规营业、摩托无证通行……一
条条细致入微的线索，成为各级各单位防控整改的
重要依据，也成为督查员深入一线督查、不惧艰难风
险的明证。

出剑，13起典型案件护航战“疫”斗争

利剑出鞘，正风肃纪。
疫情防控期间，县纪委监委重拳出击，快速办理

13起典型案件，在全县乃至全市、全省、全国影响很
大，对战“疫”中的广大党员干部起到强烈的震慑、警
醒作用。

和平社区排查不力案，暴露薄弱的社区防控。
1月22日至1月31日，隽水镇和平社区排查武汉返
乡人员过程中不认真、不彻底，致使刘某及其家人6
名武汉返乡人员信息未登记上报，未采取隔离措
施。2月2日，经县纪委研究决定并报县委同意，给
予社区包保干部毛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和平
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黎某党内严重警告、免职处分，
隽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某某被市委免职。此案
后，社区成为各地防控重点，全县排查出来的武汉返
回人员从7975人上升到15663人，真正做到“应隔
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县实验小学副校长张新甫隐瞒疫情、违规操办
寿宴案，造成全国影响，阅读量突破600万次。1月
11日，张新甫与妻子黄某某去武汉，几天后出现发
烧、咳嗽等症状。22日,张新甫为父亲违规操办寿
宴，参宴人员超100人。隐瞒去武汉经历的黄某某
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导致县医院20名医护
人员、37名患者及家属，还有参加寿宴的数十名村
民被隔离。县纪委监委给予张新甫开除党籍处分，
给予参加寿宴的7人党纪政务处分和1人组织处
理，县公安局将张新甫与妻子黄某立案侦查，引发广
大网民高度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70多家媒体
刊载。

棋盘村疫情防控及警情处置不力案，彰显有错
必纠、有案必查的决心；疾控中心泄患者信息案，给
保密意识不强、作风不实者亮红灯……13起典型案
件都共问责党组织7个、处理党员干部95人，其中
给予党纪政务处分54人，组织处理41人，印发问责
通报9期。

不漏一个环节，不放过一个人，全部点名通报。
纪委监委的最严问责，把疫情防控阻击战不断引向
深入。

铸剑，纪检干部“疫”线写忠诚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纪检监察干部需要关
键时刻站得出、危难关头豁得出。

疫情防控阻击战一打响，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干
部第一时间响应县委号召，返回工作岗位，进入临战
状态。通城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铁波一家人
原本计划到南方过春节。1月21日接到命令后，他果
断退掉了已经预定好的机票和酒店，把尚在读书的儿
子送到爷爷家里，与在县人民医院工作的妻子一道，
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作为县防控指挥部督查组组长，战“疫”打响后，
他几乎每天5点起床，每晚忙到12点后才能休息。
先安排纪委监委机关防疫、督查组工作保障措施。
8点钟准时到县防控指挥部，接受县防指最新指令，
协调处理与其他工作组的衔接，整理反馈的问题，向
全县发出督查整改通报。他还驾私车到乡镇、村（社
区）一线，督查问题整改情况，严查“交白条”行为。

一段时间，他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休息，天天
半夜才回家。除夕之夜，夫妻俩草草煮了一碗汤圆
充饥。

通城县监委委员皮中皓与他的一群90后战友，
肩负着查处疫情防控发现问题线索的重任。

2月4日下午，正在社区督查的皮中皓接到指
令，有群众举报棋盘村党支部书记家有武汉返乡人
员，家人聚集打牌，当地派出所民警不作为。县纪委
监委主要领导要求他连夜带队查清事实。这位办案
一线的“老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不单纯是党
员干部瞒报武汉返乡人员问题，还涉及镇村两级疫
情防控责任落实不力、公安民警警情处置失当等问
题。他带队摸黑驱车行使2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
地。山路难行，风急雨骤，疲惫不堪的90后们因晕
车吐了。该户有武汉返乡人员，皮中皓毫不迟疑第
一个敲门进去。

当时，他的裤子全湿了，口罩也浸湿了，如果这
名武汉返乡人员感染病毒，他的感染系数也很大。
没来得及细想，办案组一头扎进案子，通宵作战，一
天查清全部事实。该事件中，给予党纪处分6人，组
织处理2人，对全县疫情防控工作起到明显的警示
作用。

党风政风监督室是县纪委监委公认的“硬核”团
队，吃得了苦，扛得住压力，敢打敢拼，主任吴俊清就
是“队长”。再多再难的任务面前，不善言辞的他只
有俩个字：好，行！

实行“三级隔断”之初，吴俊清发现有些卡点设
置、管理、进出人员登记不规范，向相关单位发出监
察建议书，开展“回头看”督促整改。随着疫情防控
的深入，他们提出后勤保障及救援物资规范管理、返
乡人员精准摸排、留观人员管控措施等7个方面的
建议，均被防控一线采纳。

2月2日，吴俊清接到县防疫指挥部移交的问题
线索，确诊病例黄某家于1月22日为父亲违规操办
寿宴。当时，相关人员被隔离，调查取证难度很大。
吴俊清争取公安等部门支持，调查学校、医院、镇村
5个单位、20多人，以方便面为食，连续两天两夜没
有合眼，终于把此案办结。

2月16日，吴俊清父亲去世，疫情当前，丧事简
办，17日“送走”父亲后立即回到岗位，开启新的

“疫”线征程。
以非常之役，迎战非常之“疫”，每一名纪检监察

干部都有许多精彩故事；
砺剑“疫”线，剑出锋芒，凝聚着铸剑人的心血与

汗水、忠诚与担当。
你看不见的阴暗，是因为有人已经将其照亮；
所谓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疫”线砺剑
——通城县纪检监察干部奋力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新 通讯员 胡卫刚 毛瑜 皮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