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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1月21日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防控工作会议以来，咸安区应急管理局快
速响应、严密防控、紧锣密鼓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从1月27日起，咸安区应急管理局全面取消
休假，召回在外休假的党员干部，到1月28日下午
17:00，全局干部职工均已返回工作岗位正常上
下班。同时，成立了5个由党组成员为组长的联
防联控工作专班，分别负责咸安区永安办事处阳
光社区、双溪桥镇高铺村、通江大道卡口、浮山办
事处浮山社区和质监小区共4648户、17618人的
联防联控工作，共派出党员干部45人。

疫期，积极联系生产企业采购16600套防护
服、65160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提供给区指挥部。
从1月21日启动应急响应开始就为全区发放物
资，为每个管制点配备1顶帐篷、1个折叠床、2床
被子、2件棉大衣，确保执行道路管制的一线人员
有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截止3月15日晚20:00，为
全区各乡镇办场和区直部门发放应急帐篷911
顶、折叠床266张、棉被634床、棉衣886件、毛毯
212床；购置22700个口罩、100套防护衣、300公
斤84消毒液、450公斤酒精发放给全局干部职工
和联系的社区网格、村组。

咸安区应急管理局将森林防火与疫情防控相
结合，成立9个指导督查工作专班，对全区各乡镇
办场森林防灭火进行全面指导督查，组织村组干
部、护林员加强防火巡查，利用疫情防控宣传车、

“村村响”、广播等平台，广泛宣传森林防火知识；
成功应对2.15极端天气。针对2.15雨雪大风极端
天气，通过微信、广播、短信等平台发送预警信息，
提醒各乡镇办场和区直单位做好防范应对；该局
联合住建局、卫生健康局、消防大队等区直单位对
全区医疗卫生场所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截止目
前，共排查医院、酒店等场所35家，排查隐患49
处，已完成整改17处。

咸安区应急管理局第一时间抽调6名业务骨
干，成立了复工复产工作专班，对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进行了早谋划、早安排；实行承诺制简化复工复
产程序，坚持防疫和生产两手抓。由该局牵头，联
合区纪委、卫生健康局、生态环境分局组成两个企业复工复产
督查组，对全区已批复复工的92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截止
目前，共检查已批复复工规上企业116家，及时帮助协调解决
问题22个，现场指导纠正疫情防控和安全隐患问题42处。

接下来，咸安区应急管理局将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两项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不误。坚持慎始慎终，不
胜不休，服务服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大局，继续做好
四个包保社区（村）的联防联控，做好物资保障，完成指挥部交
办的其他任务。 （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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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19日，我市已连续26天无新增病例，在全省
第一个实现新型肺炎患者整市清零，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病例836例，已治愈出院821例，治愈率98.2%。

面对新型肺炎疫情，我市应急系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全面部署全员动员，全力以赴做好应急值守、小区值
守。市应急系统主要负责同志率先垂范、靠前指挥，每天到
点检查督办，班子成员下沉一线督办并值守，全体干部职工
积极投身8个包保小区执勤值守。截至目前，共投入执勤
值守854人次，所包保小区、驻点村及全系统干部职工无一
例发热病例，无一例疑似病例，无一例确诊病例。

积极做好应急物资保障协调。仅用2天半时间完成了

市中心医院3号楼改造消防工作，制定特勤中队作战预案，
对医院职工进行应急演练培训；调运省级储备物资14800
件给兄弟市州，得到省厅领导的高度肯定。截至目前，分3
批向省争取帐篷1600顶、棉大衣1200件、棉被1200床、折
叠床1200个，第一时间为交通、交警和市直执勤卡点送去
帐篷、棉衣等物资。各县市区也按照“三不”要求发放物资，
全市共发放棉被5616床、帐篷2836顶、棉衣1390件、折叠
床762个、枕头600个、棉大衣574件、被套130个、毛毯63
床等应急物资（部分为库存物资），用于防控工作。

市应急系统成立6个督查组深入县（市、区）开展安全
生产和森林防火督查检查，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出台《关于加强企业复工复产安全防范和服务的通
知》《关于推进非煤矿山企业稳妥有序复工复产的通知》；吸
取“3.7”泉州欣佳酒店发生坍塌事故教训，对各县（市、区）、
安委会成员单位下发提示函。

对“四类停不得”企业加强安全监管，成立安全生产工
作专班，采取线上、现场等多种形式开展检查，局主要负责
同志多次带队深入企业，对金盛兰等重点企业实行“三天一
上门”监督检查。针对稳健医疗等9家医疗物资生产企业，
采取派驻专班专人驻厂服务指导等方式确保安全运行，帮
助涉及18家危险化学品工贸企业排查隐患80余条。

疫情期间靠前服务，多次组成专班赴企业开展安全生

产检查工作，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实施“四色标识”分类管
理，做到安全管理到位，技术力量到位，人员协调到位，培训
教育到位。疫情期间为了防止人员聚集，市应急局通过危
化群下发培训ppt，实施云上培训考核。部署两个督导组
对全市复工复产重点企业指导服务，共计检查企业68家，
排查隐患216条。

按照“科学、合理、适度、管用”的原则，分清轻重缓急，
分批稳妥有序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截止3月17日，我市农
业新型经营主体复工512家，复工率97.2%；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复工759家，复工率79.7%；大型商超复工家，复工率
90%。 （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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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应急管理局“两手抓”“两手硬”

本报讯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通山县应急管
理局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安全生产，坚决打好疫
情防控阻击战和安全风险防范攻坚战。

为积极配合做好各乡镇、各单位设置卡点搞好物资
保障工作，该局积极与市应急管理局沟通联系，加快办
理车辆通行证和租车流程，连夜指派专人亲自押车前往
咸宁等地装运物资，紧急调配帐篷415顶、折叠床450
张、棉衣400件、棉被700床。并第一时间调拨到每个
乡镇、社区卡点，确保了救援物资能够“调得出、用得上、
不误事”，为全县各乡镇卡口执勤点值守提供了温暖的
保障。

据了解，自去年12月以来，通山县应急管理局深入
开展岁末年初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紧盯危化品、烟花爆

竹、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重大危险源、重点灾
害、高危作业等薄弱环节，确保安全生产。

对企业复产复工早安排早部署。以通山县安办名义
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各企业做好企业复工复产
工作；通过微信群交流、电话询话等方式每日调度复工企
业生产和防疫信息，指导安全生产与疫情防控两手抓硬，
指导各企业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统筹疫情宣传、防疫
物质储备、防疫措施制定、环境消毒、人员管控、复工复产
报备等方面工作，确保各企业复工复产前疫情防控措施
做到位；在充分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统筹监管力量，有
序有力对复工复产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据统计，共监管
服务复工复产危化企业42家，监管督查工贸企业20家，
查出安全隐患70余条，均责令限期整改。

截至目前，通山县应急管理局组织37名党员干部下
沉社区（村）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包保责任小区累计排查
1156人，对责任街道、村涉汉人员进行管控；物资储备中
心累计调拨发放帐篷371顶、折叠床392张、棉衣367件、
棉被642床用于防疫一线卡点；按照县防控指挥部工作
部署，关停8家定点加油站以外的加油站；监管服务复工
复产企业62家，查出安全隐患70余条，均责令限期整改。

通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通山县应急
管理局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防范化解重大安
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安全生
产，压紧压实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责任，确保安全管理
措施和疫情防控“双到位”，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营造
良好安全环境。 (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通山：防控疫情保安全

本报讯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咸宁高新分局开展
横沟桥镇李堡桥村疫情防控包保、园区企业安全监管和
指导服务。

李堡桥村面积15平方公里，下辖27个组，春节期间，
留村人员2153人，返乡人员共计328人。1月27日以
来，按照高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部署，咸宁高新分局
安排2名干部开展入村包保。

两个多月时间里，高新分局包保工作专班深入27个
小组，对全村进行了拉网式摸排，累计走访返乡人员320
人（次），走访非返乡村民2027人（次），面对面了解返乡
人员实际情况，询问村民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包村过程
中，高新分局局长张公敏现场捐赠200元现金慰问生活
困难群众，自费采购水银温度计30余支、筹集口罩600
个，协调爱心企业调运蔬菜、水果3000斤捐赠李堡桥

村。截至3月6日包村工作结束，李堡桥村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1例，经治疗已痊愈，其他村民无疫情症状报告，全
村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平稳。

高新区分局积极开展企业健康宣传、园区复工复
产企业安全指导服务，运用远程诊断、线上指导、上
门服务等形式，对园区企业进行安全监管和指导服
务。

市应急管理局郑耀英局长、雷跃总工程师、汪洋支队
长先后4次带队对南玻玻璃、兆舒美防护用品、昆仑燃气
门站、宝士康药业等企业开展安全检查。自1月26日以
来，高新分局局长张公敏先后12次带队对爱科、厚福医
疗、金仕达、新欣新材料、惠生药业等重点复工企业进行
安全检查，要求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严格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危化品储存、使用和用电、用气、用

火等安全工作，确保生产安全。制定了《咸宁高新区疫情
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安全检查工作方案》，组织高新区
科经局、执法局、市市场监管分局市建工处高新区监督
室、消防大队等单位，成立危化品、工贸、特种设备和建筑
施工4个小组，对惠生药业、福达医疗、博洛尼、云鼎家
居、立邦涂料等30余家企业开展安全检查，目前检查正
在开展中。

据了解，自1月27日以来，咸宁高新区分局组织并参
与对园区企业检查30余次，检查企业62家（次），发放《给
全省市民朋友的一封信》40余份，通过微信、QQ群、电话
等方式指导、解答企业安全生产疑问、发送安全提示和安
全预警20余次。截至目前，该园区未发生生产安全事
故，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高新区分局：“疫”线防控显担当

本报讯 在全市上下同心戮力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刻，嘉鱼县应急管理局认真落细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举措，
用实际行动诠释初心使命，较好地完成了县疫情防控指
挥部安排的各项任务。

1月22日，嘉鱼县应急管理局召开了全县应急系统
紧急会议，组建了嘉鱼县应急管理局领导带队的工作专
班，迅速对各自联点分管范围内内行业企业开展大检查、
大排查，督促企业迅速落实停工停产要求，扎实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明确春节取消休假、要求全体干部职工立即返
岗上班，严格落实二十四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1月28日，该局蔡睿被确定为疑似病例在医院进行
隔离后，对与蔡睿直接接触的10名同志实行居家隔离，
在单位仅剩的14名干部职工的情况下，由该局一把手全
面负责，紧盯责任、卡口、引导、保障四大重点。该局全体

员工在卡点值守的同时为了兼顾单位值班，三位女职工
轮流负责白天值守，6位男职工轮流负责晚上值守。

2月17日，居家隔离的8名干部职工经嘉鱼县指挥
部批准返岗后，主动请缨奔赴一线，当天干部职工全员下
沉。在疫情防控期间，茶庵社区铁坡新村小区卡点累计
排摸登记人员422人；茶庵社区卡点累计摸排登记人员
143人；三湖社区安监小区卡点累计摸排登记人员121
人；簰洲镇花口村累计摸排登记人员739人。

在湖北物资紧缺的条件下，该局领导多方沟通协调，联
系到了河南的生产商购置300顶帐篷，紧急送至指挥部。截
止目前嘉鱼县应急局共调拨帐篷610顶、400件棉衣、400
件棉被、折叠床150个；采购床垫、床被等950套，折叠床
600个;调运84消毒液5吨。并第一时间发放到每个乡镇、
社区卡点，为全县各乡镇卡口执勤点提供了温暖的保障。

为确保防疫防控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嘉鱼县应
急管理局组织专门力量对全县疫情防控重点场所危险
源、风险点进行全面摸排，对疫情防控重点区域、防疫物
资、民生保障企业开展了全面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行动，确保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嘉鱼县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员流动和聚
集增加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在加大，疫情防控丝毫不能
松劲。一方面，强化保障，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深入开展
服务企业专项行动，为企业减负，让企业轻装上阵，持续
为复工复产创造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加大宣传，保证舆
情引导到位。提醒干部职工和广大市民疫情防控阶段性
成效来之不易，要切实履行公民责任和义务，积极支持配
合政府防控措施，做到主动配合检查、不扎堆聚集、出门
带好口罩，疫情防控不放松。 （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嘉鱼：紧绷疫情防控弦

本报讯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赤壁市应急管
理局闻令而动，快速反应，在没有硝烟的战场践
行初心使命，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赤壁市应急管理局先后6次召开了党组会，
成立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局班子成员带头坚守岗位，抓好包保
范围内的3个城市小区工作队（科苑小区、千贺名
苑小区、文庄小区）和2个农村社区（赤马港办事
处陆逊湖村、中伙铺杨家岭村）工作队的防控工
作。及时成立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全面摸排住
户情况及武汉返乡人员情况，“不落一户、不漏一
人”。党员干部轮流24小时值班值守，先后有两
名党员干部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该局积极发挥应急保障职能，积极向省市争
取落实应急物资，紧急采购了部分应急救灾物
资：帐篷454顶；棉被5600床；棉衣115件；折叠
床500张等。截止到3月16日，共发放应急救灾
物资帐篷493顶、棉被4955床、棉大衣327件、棉
衣115件、折叠床276张等。

该局森林防火与疫情防控相结合，两不误。
11日上午，全市森林防灭火工作会议召开，部署
宣传教育、巡查值守、责任包保、应急扑救措施、
火源管控、案件查询处、防火隔离带建设、提高全
民防灭火安全意识等八个方面工作，特别是对清
明节期间的森林防火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对
各乡镇发放了“森林防火戒严令”、“十不准”、“明
白卡”等森林防火宣传资料十万份，发送森林防
火宣传短信二十万条。与铁塔公司合作，开展赤
壁市应急智能云广播建设，全市共120个点，总投
资共计180万元，做到全市各乡镇、办、场全覆
盖。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组建扑火队伍 22支660
人、护林员434人，应急物资储备仓库575平方
米，消防车4辆，洒水车15辆，风力灭火机29台。
强化案件查处及追责问责，市森防办共接到火
警、119转来的森林火警15起，森林公安接到报
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依法依规调查处理，行
政拘留3人。

根据市委市政府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
安排部署，成立复工复产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专
班，通过证件到期顺延、容缺受理审查、承诺办结颁证，解决群
众关切的复工复产中有关证照问题。同时，对全市52家复工
复产企业进行了安全生产工作检查、指导及服务，确保复工复
产企业安全生产、稳定运行。

同时，加强对全市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消防等重点行
业领域企业的安全生产督查检查及隐患整改督办，发现排查
隐患91条，要求企业及时进行整改，确保安全。

（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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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喂，程卫明副局长，新年好！我是石强，请
明天带队到金塘镇桥上村设卡防控疫情。”这是大年三十
晚上，崇阳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石强与副局长程卫明打的
拜年电话。

自湖北省启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一级响应以来，崇
阳县应急管理局按照县防控指挥部要求，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把防大疫抗大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来抓。

早谋划，人人争当突击队员。该局成立党员先锋突
击队，全体干部职工踊跃报名。队长由局长担任，副队长
由局班子成员担任，成员由全体干部职工组成。突击队
员主要是为县城疫情防控的近200个卡点运送生活物
资，并随时接受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调遣。大年初二，石
强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明令要求全局干部职工取消春节
休假，进入战时状态，并安排部署了24小时班子成员带

班的值班制度、信息及时报告制度。
早安排 ，人人争当保障员。该局建立健全的防控应

急物资储备机制，筹集快速检测设备和试剂、消杀灭药
械、个人防护用品，生存保障用品等应急物资，为12个疫
情防控点争取市局下拔帐篷472顶，折叠床223张，棉被
1271床，棉衣340件，牛奶300箱。2月15日，寒风凛冽，
大雪纷飞，该局紧急调集600箱机制木炭，在第一时间送
到各驻守卡点，解决了驻守人员的防寒问题。

早部署，人人争当宣传员。大年初一，党组成员分别
带队到港口乡港口村、金塘镇桥上村、开发区化肥厂小区
写标语、挂横幅、利用车载小喇叭持续播放疫情防控的重
要性，告诫群众不要出门、不要拜年、不要聚餐。如有从
武汉返乡人员请及时报告，自行在家隔离14天；如有发
热、发烧人员第一时间向村、社区或驻守工作队报告。

早行动，人人争当防控员。大年初四，崇阳县应急局
党组分别带领工作人员到开发区化肥厂小区、港口乡港
口村、金塘镇桥上村挨家挨户询问家庭人员的基本情况并
登记造册，特别是从武汉返乡的人员由专人包保，每天上
门测量体温，并及时向村和社区报告，做到不漏一户、不漏
一人。在复工复产的企业中，局领导深入企业车间，要求
企业坚决落实健康防护措施，坚决将疫情堵在厂门外。

早落实，人人争当督查员。该局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森林防火。会同有关部门继续盯紧疫情防控，对养
老院、监狱、精神病院、公园、广场等重点单位和公共场
所，落实定人定时的监管服务。要求各主管单位在人员
进入口安装红外线自动测温仪，每天定时用酒精和双氧
水消毒，开展卫生防疫科普知识，使过往的车辆严格消
毒，将防控措施落实落实细。 （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崇阳：打赢山城保卫战

本报讯 在冬春救助工作刚结束之时，新型冠状病
毒肆虐通城。通城县应急管理局取消春节休假，第一时
间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迅速组建了应急物资保障、流调消杀、防护物资搬运、驻
村防控和安全应急值守五个工作专班，积极投入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

物资保障专班迅速开展调查摸底，主动对接通城县
防控指挥部，汇总所需救灾物资情况，统筹安排调度，向
各个防疫卡点、县直及乡镇医院、隔离点、留观点统一调
拨227顶帐篷、52张折叠床、60件棉大衣、1679床棉被等
物资，并规范物资使用申请调拨程序，督促各使用主体做
好登记管理和回收消毒处理工作，保障一线防疫人员工
作有序开展。

针对该县帐篷库存不足的实际现状，通城县应急管
理局主动与上级部门对接协调，先后于1月29日、2月4

日、2月8日、2月20日向省市应急管理局争取到75顶帐
篷、300顶帐篷、350件棉大衣、950床棉被、折叠床450张
用于疫情防控一线，在第一时间分发到全县各个防疫卡
点、县直及乡镇医院、隔离点、留观点。

流调消杀专班11人与单位工作脱钩，主动与家人隔
离。他们日夜奔走在乡镇防疫、排查调查第一线，及时梳
理出疑似病毒携带者和密切接触者，并参与公共场所杀
菌消毒工作，同时向群众准确传达疫情权威信息、科学宣
传防控知识，倡导群众在重大疫情面前保持冷静客观，不
信谣、不传谣。

防护物资搬运专班时刻待命，接到市、县指挥部搬运
防护物资的指令，迅速行动，及时搬运防控一线急需的口
罩、酒精、防护衣服、消毒液等防护物资。

驻村疫情防控工作专班与乡村包保干部一起，针对
雷吼村从武汉返乡的35户56人，逐户逐人建立家庭台

账、登记基础信息，实行严格隔离管理，确保人员不流动，
疫情不扩散。疫情缓和后，为不影响全县脱贫摘帽，该县
应急局班子成员带领有帮扶任务的党员干部，分批次深
入对口帮扶的雷吼村了解贫困群众的“两不愁”“三保障”
情况，了解贫困原因,加大对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有针
对性为贫困群众制定脱贫计划，鼓励他们积极就业，发展
特色种养殖，勤劳致富，帮助他们树立脱贫的信心，确保
在2020收关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值守工作专班在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应急值守工作，
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及时掌握安
全生产、森林防火、疫情动态并及时上报市应急管理局，
上通下达，切实防范特殊时期的各类突发事故，以实际行
动开展疫情防控，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
保障。

（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通城：战疫一线践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