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 志 成 城 防 控 疫 情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可是为了抗击疫情，保
一方平安，有多少家庭全员出动，毅然奔赴不同战线，去
坚守自己的阵地。他们忙得不分白天黑夜，没有时间和

家人团聚，更谈不上陪伴，一句注意安全
就是他们最深情的牵挂。

綦江在行动

日前，区财政局67名党员同志主动交纳疫情防控“特殊党费”20987元，

其中交纳千元以上大额党费4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表达心意。

通讯员 任晓波

疫情发生后，区档案馆紧急筹措现金20000元，支持挂钩联系的打通镇

购买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物资，并派出5名工作人员支持文龙街道杨家湾社

区开展人员排查、信息登记、监测管控等防疫工作。

区档案馆提供

近日，针对农产品价格上涨问题，打通镇通过安排专人每天对超市、农

贸市场价格进行监测，增加猪肉和蔬菜供给，开通农产品流通“绿色通道”等

措施，强化监管，稳供保价，确保老百姓吃得安心、放心、暖心。

通讯员 高文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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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台

本报讯（通讯员 卢彦霏 周

利莹）每个公民都有参与传染病防

控的法定义务，拒不执行传染病防

控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应当承担法

律责任。近日，区公安局对 3 名不

配合防疫管理的群众依法训诫。

2月6日，普惠尚城名都小区业

主王某外出买菜返回小区时，不愿

接受物业登记，准备从小区内已禁

止通行的路口回家，被小区保安发

现后制止。王某拒不配合物业疫情

防控管理工作，最终被依法传唤训

诫。

2月7日，横山镇堰坝村村民叶

某某、三角镇杜家村村民张某某驾

驶摩托车从卡点处通行时，无出入

证明又不听值守人员劝告，采用破

坏卡点设施的方式强行冲卡。民警

对张某某、叶某某不配合疫情管控

的行为进行了训诫。两人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当面向值守人员道歉，主

动恢复损坏的卡点设施，并申请到

卡点义务值守3天。

民警提醒市民：为了您的家人

和他人的健康，疫情防控期间，尽量

避免外出，如必须外出请配合物业、

值守人员进行登记，出门一定要戴

好口罩，积极配合疫情防控管理。

不配合防疫管理

3人被警方训诫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蒋昕彤）在战“疫”路上，赶水

镇四居社区党支部书记陶冬一家三口都是战士。

自防疫工作展开以来，陶冬就和社区干部一起

开展入户走访、摸排登记等防控工作，经常加班至

深夜。此外，每天入户对居家隔离人员进行体温监

测、消毒以及购买生活用品都是他们的工作。

由于经常入户走访，从1月31日起，陶冬的腿

开始不适，但他却一直强忍坚守。

之后几天，见痛得越来越厉害，陶冬才抽空去

看了医生。尽管医生建议多休息，但是她做了次理

疗后又回来继续奋战了。

陶冬的丈夫夏英华是赶水镇社会事务办主

任。疫情发生后，他也第一时间返岗，配合开展防

控工作。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夫妻俩都是早出晚

归。

陶冬的女儿夏靖也是一名机关工作人员，在合

川区渭沱镇工作。和爸妈一样，夏靖也是一名共产

党员，接到通知后也立刻返岗。在这次疫情防控工

作中，夏靖一丝不苟，坚持每天进村入户开展宣传

走访。

半个多月以来，这一家三口各自在岗位上兢兢

业业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坚持着、奉献着。

“身为党员，我们做这些都是应该的，保护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我们应尽的职责。”陶冬

表示，她坚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

共同努力下，战“疫”胜利就在前方。

本报讯（记者 刘琦 通讯员 李

芳）“我将带着我的丈夫、儿子，到防控第

一线去。在此，我郑重宣誓：疫情不退，我

们不退……”

这是一封来自文龙街道农服中心党

员方勤的请战书。与普通的请战书不同

的是，这封请战书的下方，摁着方勤一家

三口的红手印。

49 岁的方勤，是文龙街道农服中心

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也是春灯村的驻村

组长。她的丈夫张小杰，是区司法局办公

室的一名普通职工，儿子在文龙街道工

作。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一家三口毅然

决然写下请战书，参加到抗击疫情的一线

战斗中。

为减少村民聚集，增强村民防控意

识，从大年初一开始，方勤就来到春灯村，

挨家挨户给群众做宣传，一户一户排查外

地返乡人员。

“我们春灯一共是 840 户，春节在家

的一共有 410 户，作为驻村组长，一定会

守好我的岗位，保卫好春灯这个大家庭。”

方勤说。

她的丈夫张小杰也主动向区司法局

党组请战一线，随后被派遣到文龙街道支

援疫情防控工作。“我们是党员，有困难的

时候必须冲在前线。”

一直以来，父母都是张哲霖最好的榜

样。眼看着父母都拼在抗疫最前线，他也

按捺不住，提早结束休假，主动请缨到街

道疫情办，参加到防控疫情的流水线中。

他负责每天的物资发放，根据驻村居干

部、一线排查人员的要求补充货源，增加

库存，做好口罩、手套、消毒液、方便面等

日用品的调度，确保一线物资供应，为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沈彦君）面对

突如其来的疫情，通惠街道新兴社

区吴建夫妇舍小家为大家，坚持奋

战在抗疫一线。

吴建是通惠街道新兴社区主

任。疫情发生之后，他当即投身到

紧张的防疫工作之中。从大年初一

到现在，他始终奔走在防控疫情的

第一线，没有休息过一天。

丈夫在一线，他的妻子邓小凤

也不想闲着。

前不久，邓小凤在了解到通惠

街道各村、各社区正在招募志愿者

后，主动要求参加防疫志愿队伍，想

和大家一起奋战在抗疫一线。

“能为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尽一份力量，我感到

非常的荣幸和自豪。疫情当前，丈

夫冲前线我也不能拖他的后腿，更

何况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党

员，我更应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邓小凤说。

逆行中的
“夫妻档”

一家三口
都是战士

一封请战书
全家按手印

本报讯（记者 陶玲）2 月 11

日，记者从区卫生健康委获悉，我区

将实施“增强版”疫情防控措施，达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

断、早治疗”目的，将对重点人群开

展新冠肺炎的主动监测，主要是对

发现并纳入医学观察的所有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

接触者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并

组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有核酸

检测资质的第三方公司集中加快进

行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筛查，最

早、最快、最大范围发现新冠肺炎病

例，降低疫情传播风险，遏制疫情传

播和蔓延。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对密切

接触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筛查，以便

更早、更快地发现病毒携带者，达到

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的

目的。

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提醒

广大市民，目前我区疫情防控工作

正处于关键时期，请大家严格遵守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防控要求，主

动关注官方发布的疫情信息。如有

疑问，及时主动向所在村（社区）联

系，齐心协力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我区再出硬招

密切接触者全面初筛

本报讯（记者 廖静）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发生后，

区民政局积极响应，抽调22名精干

职工组建疫情防控工作队，用行动

支援社区联防联控。

2月4日一早，区民政局疫情防

控工作队的队员们就到古南街道枣

园社区报到。在了解枣园社区疫情

防控工作的相关情况后，区民政局

立即向枣园社区捐赠了300个防护

口罩，并划拨 5 万元抗击疫情工作

经费。

该局防控队队员们和社区工作

人员一起给小区居民做思想工作，

宣传防疫的重要性，让居民们逐渐

提高思想意识，自觉做到出门戴口

罩，不扎堆、不聚集，“如非必须，决

不出门”。

当天下午，该局防控队在社区

宣传时发现枣园社区安置房小区扔

是全开放式，随即与社区工作人员

和小区物管负责人一起商讨，通过

设置小区围栏和调整进出口位置，

实现“一个口子”进出，方便小区管

理。

“我们民政人要以万众一心的

合力、共克艰难的担当、决战决胜的

状态，群策群力、联防联控，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区民政局主要

负责同志说。

目前，区民政局疫情防控工作

队的全体队员仍然坚守岗位，与社

区干部、志愿者一同全天24小时不

间断在枣园社区开展排查监测、管

理服务、宣传劝导、出入登记等工

作，用行动切实帮助社区解决实际

困难。

区民政局组建疫情防控队

助力社区联防联控

战战““疫疫””最前线最前线 全家全家

▲村民王春强夫妇在村口公路边贴

防疫宣传标语。 记者 张学成 摄

▲老党员柯明华（左一）和他的妻

子刘永琴（右一）向社区居民宣传防疫

知识。 通讯员 罗文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庆 江于

同）为减少人员聚集，从 2 月 8 日

起，我区推行网上订购和“无接触

式”配送，让居民方便快捷地享受

生活物资供应。

当天，记者在八谷超市看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前来购物

的市民并不多，但超市里戴着口

罩和手套的员工却是非常的忙

碌。

八谷超市是我区 6 家保供企

业（超市）其中的一家，主要负责

景秀江山、沙溪小区、圣堤亚纳等

11个小区的物资配送。

八谷超市相关负责人潘显成

介绍，市民只需关注“八谷配送”

微信公众号，在上面账号注册后

就可订购。进入该公众号，点击

“商场首页”后进入下方的“商品”

页面，即可选购所需物资添加进

购物车，之后微信支付即可。

记者照着流程体验了下，这

边刚一下单，那边八谷超市后台

就立马显示收到。

潘显成说，收到订单后，系统

会将订单打印出来，然后进行分

单配送。

对于市民所关心的分拣过程

中质量如何保障的问题，潘显成

表示，超市工作人员会先将初捡

完的物品放到指定位置，主管人

员再对照单子检查商品是否一

致，最后再由驾驶员对货物的品

质和数量进行核对。

随后，记者跟随配送车来到

八谷超市配送第一站：圣堤雅纳

小区。为了做好超市和物管的对

接工作，小区还专门设置了一个

“网购生活物资”领取点，方便业

主前来领取。而为了避免人员聚

集，物管采取错时分发的方式。

据悉，为最大限度减少居家

人员流动，有效防止疫情扩散，切

实保障城区居民生活所需，我区

本着“就近就便、公开透明、自主

选择、限时配送、安全可靠”的原

则，确定6家保供企业（超市），负

责保障城区居民生活必需品的网

上订购和配送。

据统计，推行当天共收到订

单1696个，货值金额20.6万元，配

送范围覆盖我区 104 个小区和社

区。

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他们将进一步做好统筹

协调和物质储备调度工作，让市

民可以安心居家便捷购物。

网上下单 送货上门

“无接触式”配送受市民青睐

八谷超市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物品分拣 通讯员 黎兰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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