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7日受弱波动影响有降水；其它时段受高空槽后偏北气流影响，晴到多云。具体预报如下：17日：小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11～16℃；18日：多云到晴天，偏南风1～2级，8～21℃；19日：晴天到多云，偏南风1～2级，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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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干部是暖暖的干部”

3月4日一早，52岁的屈卫民在温
泉城区的14个小区进行巡查，他今天
有两项任务，一个是对照“674311”工
作法查缺补漏，一个是对弱势群体家庭
返工复工情况登记。这已是屈卫民连
续战疫的第21天。

18年党龄的屈卫民是市住建局
干部，也是咸宁市住建局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温泉片区
的片区长,负责温泉第四片区有物业
管理的小区，包括水木岚庭、宜园、昱
园、曦园等14个居民小区，共2057户
居民。

这些天在小区艰辛战疫，屈卫民
感受最深的是：共产党的干部是暖暖的
干部。

水木岚庭小区有两名确诊病例，被
划分为红区。一时间，居民慌了神。滞
留该小区的湖北省委党校干部徐志甫
第一时间申请成为小区防控志愿者，主
动参与入户排查，一家家宣传政策，一
户户测温摸排，他的主动防控，打消了
不少居民的慌乱。

咸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胡洛
华也第一时间成为了小区的志愿者，在

一次上门摸排中，他被情绪激动的居民
压破了手指，却依然坚守在防控岗位
上。

其实，屈卫民也有故事。摸排中，
一户居民送来求助信，自称没钱维持生
活。屈卫民核实情况后，迅速在微信群
呼吁，得到了党员志愿者的积极响应。
很快，他将自购的米、面、鱼、肉、蔬菜等
369元的物资和同事捐赠的600元钱
一并送到困难居民手中。

“科学防控，拍胸脯不漏一人”

21天战疫经历，屈卫民认为社区
防控有三大关键，守好门，管好人，服好
务。其中“不漏一人，不漏一户”的摸排
是管好人的有效手段。

而排查却不容易，刚开始上门排查
时，大家还积极配合，因为大家心里都
担心疫情；第二次摸查时，大家都理解，
毕竟是为了自身健康；第三次，第四次上
门排查时，居民们心里就有些不痛快，甚
至有顾虑——你们每天走访宣传，接触
了那么多人，谁能确保安不安全。

屈卫民提出了“五步工作法”应
对。一是打电话。利用物业公司提供
的住户名册，对敲门无应答房号，逐户
打电话核实。

二是发短信。对打了不接、关机、
空号等业主，逐一发《疫情防控告知
书》，请求按时回复。

三是发微信。通过楼栋长微信群，
小区微信群，广泛发布排查通知，请业
主及时联系门岗值守人员。

四是张贴《告知书》。对2月23日
至28日连续6次上门，敲门无应答户，
在门上醒目位置和单元楼入口醒目位
置张贴《疫情防控排查告知书》——“排
查至此，房内无应答，若在家或近日回
家请及时联系我们，电话186...7797”，
并拍照留存备查。

五是会同物业联合上门再次确认
房屋是否未装修，是否一直无人居住。

目前，第四片区已经进行了7轮排
查。屈卫民说：第四片区在科学防控
下，我可拍胸脯不漏一人。

“干群齐心，我们战疫必胜”

21天的战疫经历，让屈卫民深深
感动，他说：“这段经历将是人生中最珍
贵的记忆。”

他们中，有退休后一直在门岗值守
的王芳；有随叫随到，转战到三个小区
协同加夜班的陈飞、吴高斌、汪洋、张
兵、刘纯金、刘后坤、张良承、林斌、林

银、陈战（孝感市人社局）等；有被无
理业主怒吼“我要去告你”的张猛、祝
振宇……

他们中，有深夜联合排查的岔路口
中学黄校长、何校长等15名老师；有每
天免费为小区居民供应120份新鲜蔬
菜的物业经理杨传香；有业主干警殷智
兰、孙国诚、蔡振雄；有业主志愿者王毅
国、杨玉霞、周次珍……

他们齐心值守、登记、测温、排查、
巡察，给小区拉起了生命防线；他们协
力代购、咨询、解困、排难，给小区拉起
了温暖防线。

在屈卫民女儿屈苏阳的心中，父亲
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屈苏阳眼里：年过半百的父亲每天
早出晚归，白天到14个小区巡回指导，
晚上在住建局开例会。身患糖尿病、高
血压的父亲，从早上6点20分开始打
胰岛素，然后手写《今日工作要点》，拍
照发第四片区微信群，半小时后吃完早
餐出门上班，到晚上10点左右开完例
会归家。每天工作都在15小时以上，
20天来从未午休过。

屈卫民说：“我们住建局有390名
干部下沉小区防控，他们都在一线拼
命，有着干群齐心，我们战疫必胜。”

服务热线： 56869

本报讯 记者吴文谨、特
约记者李星报道：3月15日下
午，在咸安汽车客运中心，即将
发往浙江玉环市的班车整齐列
队，来自桂花镇的63名外出务
工人员有序登车。

这是咸安区第二批集中发
送的外出务工人员，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12名。

“从走出家门到正式上岗，
两地政府为我们承担了一切费
用，简单的感谢已经不能表达
我们此刻的心情！”浙江班尼戈
中捷管业有限公司员工刘明忠
激动地说，作为来自桂花镇的
一名党员，本次63名乡亲离咸
后的返岗组织对接工作，将由
他负责。

桂花镇镇长金柏华介绍，
该镇外出务工是群众们主要的
收入来源，全镇目前有1600余
民村民在玉环市务工。早在5
天前，他就与玉环市及下辖镇
（办）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对方
热情响应，双方在短时间内敲
定了“点对点”的对接方案，即
桂花镇负责将村民送到咸安客
运中心，其后的交通运输、集中
隔离等措施和费用，均由当地
政府和企业承担，保证务工人
员的“零负担”“一站式”上岗。

咸安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区将根据实际情况，统一
部署安排，继续采取“点对点”
式对接，服务广大外出务工群
体顺利返岗。

咸安向浙江玉环发送首批63名务工人员

保证“零负担”“一站式”上岗

14个小区，连续战疫21天

一位片区长的心里话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甘青 通讯员 王伟俊 黄晨阳

疫情防控的马安作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柯常智 通讯员 饶婧兰

铁腕管控，当好“守门员”

“零确诊、零疑似的‘硬核’成绩，是
对我们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3月10
日，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马安村支部书
记方召洋组织村民拆除村口卡点后，脸
上堆满了微笑。

马安村辖16个村民小组，全村共
有669户、2694人，目前在家357户、
1613人。尽管人员居住分散，不利于
集中管控，但伴随1月25日上午镇政
府的一条通知，全体村组干部、党员和
群众志愿者便迅速到岗到位，封闭管理
进村入组公路，建立值守卡点，现场测
量体温，劝返进出村组群众，一个全民
战疫的战争全面打响。

为切实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高新区迅速组织机关干部下沉一线指导、
督办，高新区司法分局局长曾卫东、横沟
桥镇副镇长王威、镇林业站站长邓勇等
临危受命，成为包保马安村的责任领导。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包
保干部每天进村“上岗”，与村“两委”干
部一道深入卡口值守，检查封路情况，
落实防控措施。一方面对全村16个自
然湾进行网格化管理，将防控工作责任
明确到人、联系到户，并逐户签订承诺
书，自觉做到不出门、不串门；一方面严
格落实党员“十户一人”包保责任制，严
把“外防输入”关，确保防控无差错、无
死角、无缝隙。

“我既然在这里值守，就必须确保
无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负责马安村
与武咸快速通道连接路口值守的老党
员范开禄表示，做好严防死守工作，既
是防控纪律的要求，也是对全村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有力保障。他说，
疫情防控期间，该村没有进入一个外来
人员，也没有一个村民随意出入，为阻
隔疫情传播筑牢了“防火墙”。

逐户排查，当好“宣传员”

运用“村村通”循环播放通告，逐户
向村民发放公开信，在显著位置张贴上
级公告，用宣传车巡回播放新冠肺炎防
控知识……

为切实把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政
策和要求宣传到户到人，马安村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本着分组包保的原则，由高
新区、镇、村、组干部挨家挨户上门，逐
户逐人摸底登记，查测体温，了解人员
近期流动情况。并用大喇叭循环播放
疫情防控知识，通报当天省、市、区疫情
情况，提醒村民戴口罩，多通风、勤洗
手，尽量不出门，不走亲访友，不聚集抹
牌。

“你在武汉哪里工作？什么时候回
的？乘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随行人
员有哪些？”对从武汉返乡过春节的人
员，干部们更是不敢有丝毫马虎，大家
一边耐心询问村民，一边仔细记录着，
并按照“一对一”管控的要求，建立“一

人一表”的管控台账，安排专人随时关
注返乡人员健康状况，并在有关人员家
门口张贴姓名、包保干部等具体信息，
督促相关居家隔离人员严格落实隔离
措施，自觉“宅”在家中。

“村干部每天不定时通过微信、广
播向大家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让我们意
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自觉做到不出
门，宅在家中，自我隔离。”村民们说，正
是有了这些顺畅的日常沟通交流方式，
群众对新冠肺炎有了正确的认识，预防
起来也就不再恐慌，进而激发了大家心
手相连、守护相助，合力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信心。

曾卫东告诉记者，仅他包保的14
组就先后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上门
查测体温1000余户次，张贴相关公告、
通告76份，填报有关登记表格83份，
管控涉武人员7户、18人，基本做到了
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个个配合。

物资保供，当好“快递员”

“大家有什么物资需要，就请在微
信群里说一声，我们为大家跑腿代购。”
进入全面封村封路阶段，面对群众出行
不便的问题，区、镇干部及时赶到马安
村，给村民做宣传安抚工作，保障群众
正常生活需求。

王威告诉记者，自疫情发生以来，
该镇不仅按每人13个的标准向村民发

放口罩，还对武汉返乡人员每户发放一
支温度计，随时测量体温，实名在微信
群里上报，对身体不适者及时安排村医
上门察看，切实把疫情消灭在萌芽状
态。

“村干部在收集村民需要的蔬菜、
肉类、食品、生活用品等物资信息后，及
时安排专人负责采购并送到各组组长
手中，再由组长送到村民家门口，不仅
有效解决了大家的吃、喝、用问题，还通
过发动社会爱心人士募捐，让贫困群众
感受到了‘隔离不隔爱’的温暖。”4组
贫困户王显光说，防疫期间，他和全村
70户贫困户一道，还收到了由浙江籍
企业家蔡永清捐献的价值1.1万余元
的大米和食用油。

“村民微信群里，每天滚动着村委
会义务为村民代购生活物资的信息，使
村干部的手机、微信都变成了‘热线’。”
在方召洋随身携带的采购清单上，记者
看到，村干部帮村民代购的物资以米、
油、鱼肉、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和常用
药品为主，也有一些喂养家禽家畜所需
的玉米、饲料等。

统计显示，截至3月12日，镇、村
包保干部已累计帮助村民代购各类生
活物资达30余吨。群众感动地说：“村
干部为了大家的安全忙上忙下，既要昼
夜把守村口，又要主动帮我们购买日常
所需品，真是危难之时显担当，越是越
艰险越向前！”

本报讯 记者丁婉莹报
道：12日，在咸宁交通银行一支
行窗口，银行工作人员正在为
咸宁中交国旅旅行社办理旅游
服务质量保证金退费事项。

“这次旅行社质量保证金
退款的办理，方便快速高效，让
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多家旅
行社负责人在办理完退款手续
后发出由衷的感慨。

2月5日，自《文化和旅游部
办公厅关于暂退部分旅游服务
质量保证金支持旅行社应对经
营困难的通知》下发以来，我市
文旅局迅速行动，多措并举，高
效推进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的
退还工作。

根据《通知》要求，全国所

有已依法交纳保证金、领取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
社，应按现有交纳数额的80%
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鄂南风情旅行社负责人余
春燕表示，自疫情发生以来，旅
行社已暂停业务近两个月，业
务量较往常下降过半。在此期
间，业务成本、管理费用、房租
水电等持续支出确实给企业带
来了一定压力，退还的8万元质
保金对她来说助益很大。

我市共有旅行社37家，截
止3月13日下午5时30分，除
明确不办理退款的2家企业，市
文旅局已为35家旅行社办理退
款448万元，是第一个在规定时
间内提前完成任务的市州。

我市提前完成旅游服务质保金退还

35家旅行社退款448万元

赶制订单
6日，泓硕电子科技（咸宁）有限公

司车间内，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该公司位于咸宁高新区，是专门

生产汽车扬声器的专业厂家。当前，
该公司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先后
有72名员工陆续进入厂区开始复工复
产，赶制销往河北、天津、重庆等地的
订单产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胡巧玲 摄

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马安村在近50天严防死守中，取得全村无一新冠肺

炎确诊、疑似病例的防控成绩，用行动书写了——

3月7日，又是一个没有假
期的周六，通山县通羊镇第二
完全小学副校长成良泉再次出
发，奔赴战疫一线。

这是成良泉奋战在防疫一
线的第38天。

从大年初六开始至今，从民
营小区的入户调查，卡点守卡，到
凤池社区居民出入管控，只要需
要，他总是挺身向前，从不退缩。

“你好，打扰了，最近去过
武汉吗？”1月30日，大年初六，
成良泉告别安全、舒适的“宅
家”生活，来到通山县民营小
区，入户调查武汉返乡人员。

彼时，疫情愈发严峻，确诊
病例居于高位。面对武汉返乡
人员，普通人唯恐避之不及，但
是成良泉带领通山县通羊镇第
二完全小学的老师们，挨家挨
户排查武汉返乡人员，成为“最
美逆行者”。

确定对象后，他和小分队
的老师们，更是“亲密接触”武
汉返乡人员，为他们送口罩，每
天进行体温测量。

这并非工作的全部。夜晚，
成良泉依然没有退守，继续在民

营小区卡点值守，一直到深夜。
随着疫情变化，分工调整，

2月11日起，成良泉带着通山
县通羊镇第二完全小学的老师
们在凤池社区走街串巷，宣传
疫情防控政策。常常是一天的
工作结束，夜已深了。

越是日常的工作，越是考
验人心——

宣传路上，碰到买菜回来
的老奶奶负重前行，他默默接
过老人手中沉重的购物袋，一
路送到家门口；

遇到购物返回的市民，因
为袋子破了，物品散了一地，正
急得不知所措。他急忙找来一
把小拉车，帮忙把货物收拾好，
帮她送回去；

入户调查时，他发现有户
人家只有两个老人，不方便出
门买菜，便将生活物资亲自送
上门……

成良泉说，在史无前例的
疫情之下，每个人都是一束光，
努力发光，就能温暖身边的人；
每个人都是一个守护者，携手
抗疫，就能形成一道坚不可摧
的人民防线。

通羊二小副校长成良泉

坚持当好守护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3月3日，在咸安桂花镇南川村四组连片的40余亩荒山，村民刘
纯根带着10余位村民在山上栽种油茶苗。近期，桂花镇在做好疫情
防护的前提下，组织技术人员做好线上线下技术指导和服务，有序
开展造林绿化工作。 通讯员 吴剑 孔栋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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