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通讯员龙钰
报道：16日，在嘉鱼经济开发区怡和亚
太卫生用品公司，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生产。

“我们有30人在生产线上。公司
在2月27日提出复工申请，29日就获
得了批准。”行政经理赵姿说。

“开发区现有企业46家，目前申请
复工企业31家，已复工企业29家。”嘉鱼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任
文生说，管委会在2月上旬就下发通知，
要求企业提前做好复工复产准备。

“满足四个到位，就可以申请复
工。”管委会复工组干部皮申庚说，企
业建立防控机制、排查员工情况、购齐备
足防疫物资并对厂区清洁消毒到位后，
准备好全套复工材料，就可提交报批。

皮申庚展示了部分企业提交的
资料清单。该资料里包含了复工申
请、疫情防控小组人员及职责分工、
防控工作应急预案、员工健康排查登
记表、返嘉员工调查表、员工返岗进
场登记表和消毒消杀记录表。

“企业提出申请，由管委会进行现

场复验通过后，报县指挥部复验批
准。”任文生说，企业、园区、县指挥部
三级管控的机制已经建立，运作顺畅。

在怡和亚太公司大门口一侧，记
者注意到一张员工守则告知书，对疫
情防控期间的员工守则，应急指挥小
组各职能小组联系人、联系电话和职
责分工标示得十分清楚。

“这个员工守则告知书，是园区
主动向企业提供服务的内容之一。”
皮申庚说。

针对企业复产存在的困难，经开

发区管委会主动服务。在依杰姆服
饰公司大门口，公司保卫人员正对进
厂人员进行测温、消毒和登记。“多亏
了开发区管委会的帮助。”公司负责
人贾大勇说，复产所需的口罩、酒精
消毒液等物资准备，人员返岗交通问
题，都是管委会帮助协调解决的。

目前,该开发区已经帮助企业解
决员工返岗近百人，协调采购口罩30
万只、酒精和消毒液5000斤，以及测
温枪、防护服等其他防护物资，基本
满足了已复产企业的需求。

严格审批 贴心服务

嘉鱼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14日，赤壁高新区东一服装有限
公司车间里，几十台熨烫机同时操
作。20多名戴着口罩的工人，正在赶
制年前的订单产品。

“我们3月10日复工的，疫情得
到控制，心里踏实多了！”员工熊友莲
面露悦色,上班每月能有3000余元
的工资，复工就意味着有收入，生活
也就有保障了嘛！

此前，熊友莲一直在外打工，每
年都是初五、初六就走了，可今年由

于疫情无法外出务工，这段时间都是
靠着一点积蓄维持生计，生活压力很
大。3月初，熊友莲通过当地人社部
门的帮扶，找到了东一服装厂工作，
目前暂定工资3000元以上。

“这样就近就业，不仅缓解我家
经济压力，还能照顾家庭，实在太好
了。”熊友莲告诉记者，车间管理人员
还给大家发了口罩、酒精、消毒液等
防疫物资，并进行了防疫知识培训，
大家工作起来心里也很踏实。

为帮助企业走出困境，赤壁高新
区充分做好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的服务协调工作，一方面帮助企业
落实落细测量体温、佩戴口罩、杀菌
消毒、分散用餐等防控措施，一方面
精细推动复工复产，严格岗前排查，
采取“点对点”方式解决员工返厂问
题，积极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

“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来不得
半点马虎！”东一服装有限公司总经
理莫志辉介绍，为避免人员聚集，该

公司实行分批返岗，目前已有150余
名工人上岗，其中新增不少本地员工。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很多在外
地务工的人都选择就近就业，特别是
有制衣工作经验的工人，给我们公司
带来利好形势。”莫世辉说，公司用工
缺口，今年完全得到解决。

莫志辉对疫后公司发展信心百
倍。如今招工充沛，现有厂房已不能
满足生产需求。公司经申请批准，正
在新建一占地面积55亩的新厂区。

制衣车间复工忙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王小军

换防交接
18 日，在温泉碧桂园翠岭二期门

岗前，市税务局党员志愿者将党旗郑
重地交给碧桂园社区党支部成员，正
式进行值守岗换防交接，47 天下沉社
区疫情防控工作画上圆满句号。

3月8日，为巩固党建引领下的群
防群治、联防联控工作成果，将党的
触角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要求，以疫情防控期间划定的
676 个小区（网格）为治理单元，以小
区党员为主体、全面建立 676 个小区
党支部，包保单位选派第一书记帮一
把、扶上马。小区党支部成立后，将承
担疫情防控、文明创建、小区治理等工
作职责。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程俊 摄

天气预报：20日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晴天；21～22日受高空波动和中低层切变线影响，我市有降水发生，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20日：晴天，偏南风1～2级，11～25℃；21日：多云转中雨，偏南风1～2级，13～25℃;22日：小雨，偏东风1～2级，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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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
员吴林艳报道：3月18日，云南
援隽医疗队、通城县人民医院
共同举行了主题为“携手战疫
共叙友情”的联谊会。

联谊会上，云南援隽医疗
队、通城县人民医院的代表分
别作了精彩发言，现场进行了
诗歌朗诵《最美的宣言》、小合
唱改版《滇隽情》、彝族送别歌
曲、歌曲《为了谁》等才艺表演，
充分表达了两地医护群体的深
情厚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云
南医疗队于1月27日、2月12
日分批驰援通城，他们分别来
自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省老
年病医院、楚雄州人民医院、楚
雄州中医医院、南华县人民医
院和楚雄州妇幼保健院。他们
迅速深入县医院各病区一线，
积极参加病患救治工作，为通

城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总
体战、阻击战，给予了极大的医
疗支持和精神鼓舞。

“近两个月的朝夕相处，我们
同生死，共患难，我们由相识到相
知，这一份生死战友情将永远铭
记在彼此心中。”通城县人民医
院副院长蔡天晶向云南医疗队
的各位专家和医护人员表示诚
挚感谢，热情邀请他们常回来看
看，祝愿彼此明天会更好。

楚雄州人民医院急诊科主
任医师姚群梅，代表云南省支
援湖北驻通城县医疗队全体队
员向通城人民表示感谢。

姚群梅说，在通城的一个
多月，与通城人民并肩作战，队
员们见证了通城人民面对大疫
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并得到了
来自通城县各级各部门、社会各
方面的通力协作和支持帮助，在
临别之际致谢每一位通城人。

携手战疫 共叙友情

云南医疗队通城县医院举行联谊会

服务热线： 56869

冲锋在前 尽职尽责

通山万名党员干部“疫”线践初心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能朗、通讯员

谭崇飞、阮文杰报道：他们，义无反顾，
舍下小家为大家；他们，勇担使命，不畏
艰险勇向前……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通山县万名党员干部用自己的言行，在
疫情防控一线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先进
性，让党旗在疫情阻击战中飘扬。

自1月25日早上8时，通山疫情防
控指挥部发出疫情防控指令后，通山县
12个乡镇、216个村（社区）、63个县直
机关和局级单位的干部纷纷从不同方
向赶回工作岗位，他们放弃与家人的团

聚，舍小家为大家，立即奔赴到疫情阻
击战的一线。

“我是带兵的队长，不能让手下的年
轻队员感染上病毒，有些还没有结婚，正
是大好的年华啊，要感染就感染我一
个！”这是每次出警前，通山县公安局特
巡警大队一中队队长乐有铭挂在嘴边的
话，他总是尽可能地把危险留给自己。

县民政局低保中心负责人徐忠宽，
在疫情防控中，时刻不忘生活在鄂赣边
界上的洪港镇农村福利院的14个孤寡
老人，他每天来到福利院打扫厨房、厕

所卫生，为老人量体温，教他们戴口罩，
让14位老人生活得开心。

大畈镇高坑村妇联主席袁金桃在
疫情防控中了解到村民袁知柏准备过
几天做八十大寿，第一时间赶到他家，
把当前的疫情及镇里的通知要求仔细
讲了一遍，耐心的劝说下，袁知柏取消了
此次活动。随后又到其他准备办喜事的
村民家中，一家一家做工作。一次、二
次、三次……经多次上门反复做工作，总
算是做通了，袁金桃心里的石头总算落
地了，虽然很累，但她感到很值得。

“我是新党员，疫情面前，请组织批
准我参加这次防疫工作，也为防控疫情
贡献一份力量。”大年初二的一大早，九
宫山镇的预备党员陈安送走在镇卫生院
发热门诊上班的爱人后，立即赶到横石
潭村委会向支部请战，当起了志愿者。

在通山县，党员干部带头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党员
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堡垒。到目
前，通山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没发生
一起群体集会现象，没办一起红白喜事
宴，没发生一起哄抬物价事件。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员徐
永、沈强报道：“5亩地的菜种子，他们
全帮我买回来了！”14日，崇阳县天城
镇龙背村菜农黄正兴告诉记者，疫情期
间不能出门，为不耽误农时，村干部们
及时帮他把种子购买回来了。

崇阳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龚禹
告诉记者，为确保当前春耕备耕顺利进
行，该局派出专人专车配送种子到乡

镇，农户需要什么，只要报好数量品种，
报给村干部，由村里统一汇总进行采
购，然后配送到户。

崇阳县坚持“分区放活、分时下地、
分散干活”的原则，对全县农村地区划
分红、黄、绿区。相关乡镇、各村（社区）
按春耕生产规划任务，正组织农民专业
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农户开展农业生
产。

桂花泉、高枧作为绿区的两个“两
无”乡镇率先启动系列生产自救工作。
根据市场保供需要，白霓、青山等地抢
种速生大棚蔬菜100亩，抢栽、抢种辣
椒、豆角等春季蔬菜2520亩。落实早
稻秧苗种植面积1150亩。

为全力保障农业生产资料供应，该
县选定4家农机门店对县内12个乡镇
提供农机服务。同时，加强农田水利设施

检查维修。对全县4个中型水库、9个小
型水库、9个水厂、11个备用饮用水源、18
条主要河流设施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
排查隐患，确保水利设施运行正常。

该县还着力抓好春季绿化工作，联
系苗木110万株，完成了天城至路口沿
线和铜钟2个基地土地流转1500余亩、
规划图设计和全县绿化苗木摸底调查，
造林绿化工作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分区放活 分时下地 分散干活

崇阳确保春耕生产不延时

“等疫情结束了，我再上医
院复查！”3月13日，崇阳县肖
岭乡白马村肖岭大桥上，驻村
工作队员黎志远忍着身体不
适，仍在站好“最后一班岗”。

黎志远今年44岁，是崇阳
县文联副主席，县委宣传部、县
文联驻肖岭乡白马村工作队队
员。从今年大年初二起，他一直
带病在村里忙着疫情防控工作。

白马村地处肖岭乡东南侧，
与肖岭乡政府和106国道仅一
河之隔。肖岭大桥和白马大桥
是白马村、星桥村、三角村、锁石
村4个村12000多人口通村达
县的必经之道。也是白马村疫
情防控压力最大的地方。

1月 26日清早，黎志远就
从老家赶到白马村，和驻村工
作队和村干部议定，在瓦泥塘、
八字门和巴家楼设防控点共3
个，在白马大桥、肖岭大桥各设
1个党员志愿服务岗，将乡政府
驻村干部、县驻村工作队队员
和村干部集中编成5个小组，防
控点和党员志愿服务岗实行24
小时全天候值守，严禁非工作
车辆和人员通行。

刚开始，村民们并不支持
政府交通管制规定，甚至有人
翻栏杆过桥。于是，黎志远和

村干部一道，利用宣传车大喇
叭、张贴倡议书、发放宣传单、
拉标语横幅、入户宣讲、电话微
信等形式，将县委、县政府防控
政策措施和科普知识及时全面
宣传到组、到户、到人。看着值
守点上，每天劝返的人数在减
少，黎志远比谁都高兴。

黎志远患有糖尿病，每天
早晚都要注射胰岛素。村里条
件有限，药品的冷藏储存成了
难题。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村
干部雷郭棉每天帮忙在家里将
瓶装水冻成冰坨，然后带给黎
志远，让他用来冷藏药品。后
来，黎志远的同事又帮忙借了
一台小冰箱送到村里来。

为给防控工作提供准确的
数据，尽快完成登记排查任务，
他几乎每天都忙到下午才有时
间吃午饭。

真心换来真情！一些村民
担心封路后物资供应不及时，
还主动给值守干部们送来了新
鲜蔬菜、水果、饮料等物资……

“其实，他老家就在离我们
村8公里外的台山村，他今年一
次都没回去过……”采访时，有
村民给记者透露了一个“秘
密”。

驻村工作队员黎志远

站好最后一班岗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见习记者 王苒宇

3月 17日下午，我市最后
一例确诊患者杨女士正式走出
中心医院，在医务人员的陪同
下，来到了温泉华信酒店。这
是我市城区最后一个医学观察
点，在这里，她将接受为期14天
的医学观察。

“虽然确诊病例已经清零，
但是我们的防控还是不能松
懈。”华信酒店医学观察点负责
人孙先文说。

3月12日，随着华信酒店医
学观察人员清零，太乙隔离点的
相关人员整体迁至华信酒店。
此前，孙先文和其工作专班已经
在太乙隔离点坚守了50天。

在“太乙专班”工作人员们
看来，搬到城区里，除了离家更
近，能带来心理上的慰藉以外，
更多的意义还在于更方便服务
群众，做好管理。

“最方便的莫过于酒店完
备的监控设施。”咸安区文旅局
干部丹建国说，在太乙隔离点负
责后勤的他，在这边干起了安保
工作。在华信酒店监控室，9块
大屏上显示出整个酒店无死角
的实时画面，如果有留观人员试
图出门，立刻就能够被监控“捕
捉”，极大地节省了人力，也降低
了工作人员风险。

当有人试图开门出来“闲

逛”，工作人员就会立刻通过操
作台上的电话机，拨入对应人
员的房间进行劝导。“我们一般
会告知对方，如果不遵守相关
规定随意走动，将重新计算隔
离时间，且自理后期的隔离费
用。”孙先文说，定下了规矩后，
大家严格遵守。

除了一如既往从严管理，更
加人性化的服务也不可或缺。

“目前留观人员都是治愈
出院的确诊病例，他们当中不乏
患有糖尿病、痛风、高血压等慢
性疾病的患者，所以在饮食和用
药上，我们必须格外注意。”隔离
点工作人员李宁说，作为“太乙专
班”一员，他每天都会和厨师商讨
菜单，然后交由医生们审核，并
根据个性化需求，提供不同的餐
饮，让留观人员吃住舒心。

“我们不仅带来了太乙温
泉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临时党
支部的旗帜，更带来了整套完
备的规章制度，这些都是我们
此前总结整理而出的经验。”孙
先文说。

截至目前，这支“太乙专
班”所工作的两处医学观察点，
均未出现任何安全事故，未出
现任何交叉感染事件，22名工
作人员还在继续坚持，直到全
面胜利。

坚守，待到全胜时
——探访城区最后一个医学观察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谨 特约记者 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