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吴长飞 通讯

员 陈杰）“老袁、老陈，现在疫情传

播是兵临山下，必须更加严防死守，

今天叫你们一起来是想商量一下如

何升级大垭口联合卡点的事情。”2

月 5 日，打通镇大罗村党总支书记

陈治强对余家、荣华两村党总支书

记说道。

大罗、余家、荣华三村地处打通

西南，地势相互交联，在前期自发封

闭与贵州相连的11条公路后，打大

路大垭口成为过往车辆人员唯一的

出入通道。为此，三村建立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及时共享疫情防控信

息，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宣传、统一

调度。

为进一步减少人员流动，三村

联合防控小组决定升级大垭口联合

卡点，直接用卡车封路，非特殊情况

不得通行；制定联合应急预案，针对

就医等紧急情况出具村委会证明后

方可通行；所有物资采买需求均由

村指定人员统一收集，统一购买配

送；公示所有进出人员生活轨迹及

体温监测情况，彻底阻断疫情传播

渠道。

据悉，自卡点防控升级以来，已

无外来车辆进入辖区，硬核措施得

到本地群众大力支持。

打通镇硬核防控出实招

三村联动把牢关口

綦江在行动

日前，綦江区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合会，募集资金10888元，捐赠给

古南街道文昌宫社区，支持抗疫一线。 通讯员 陈兴

近日，区教委在腾讯公益发起“万众一心，抗击疫情”公益募捐项目，号

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家乡，守护綦江”，短短两天时间，累

计收到捐款117万元。 区教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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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区人民的心，大家自发走向战“疫”前线，以自己的方式为阻击疫情贡献力

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有一个群特殊身份的人成为了农村战“疫”的好帮手。他们就是曾经的贫困户，党

和政府关心的帮扶对象。疫情面前，他们或主动请缨，或捐款捐物，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的关爱。

众 志 成 城 防 控 疫 情

昔日贫困户，今朝防疫好“战士”
本报记者 张学成

连日来，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在扶欢镇

插旗村阻击疫情的战场上，有一个

特殊的群体受到村民的称赞。平

日里，他们是当地党委政府关心关

爱的帮扶对象；疫情面前，他们是

为政府解忧助力的“好帮手”。

“这几天你们一定要少出门，

也不要去吃酒，也不要打牌。呆在

家里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2

月4日，记者在扶欢镇插旗村见到

王春强时，他正挨家挨户给村民分

发宣传防疫知识和宣传资料。

王春强曾是扶欢镇插旗村的

一名贫困户。2013年因学致贫被

列为建卡贫困户，在村里帮扶下，

2014 年脱贫。疫情发生以来，得

知村里疫情防控工作人手紧张，他

主动请缨，加入防疫队伍。大年初

三上午，正当大家都心于防疫时，

村里突然停水了。供应全村的水

库在对面半山上，为搞清楚停水原

因，王春强拿了砍刀，独自一人攀

登了近两个小时上山，在荆刺丛生

的山坡上找到了原因－－从蓄水

池到村里的水管破裂了。找到断

水原因后，王春强又买来新水管换

上，保证了村里的正常供水。

“以前党和政府帮了我很多，

现在脱贫了，看村上有什么事情，

能出点力的就出点力，能够帮助做

点事就做点事。”王春强不仅自学

疫情防控知识，还每天行走在村道

乡间，用小喇叭劝导村民不聚集、

不串门，同时还协助村干部做好返

乡人员的摸排登记、张贴宣传条幅

等工作。

在王春强的带动下，妻子李文

英也主动参与到村里消杀工作中

来。截至目前，插旗村村民共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达200余人次，有数

十名群众和贫困户主动投身疫情

第一线。

“扶欢镇积极发动群众支持

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以村、组、院

坝、楼栋为网格，发动群众担当宣

传员，深入到院坝农户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引导群众支持配合疫情防

控。”扶欢镇党委副书记陈晓胜说：

“发动群众担当信息员，对外地返

乡人员居家观察情况进行监督。

发动群众担当值守员，到进村的各

个路口劝返人员流动和车辆进出，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来来来，我们做个

登记，量量体温，现在这

个特殊时期，一定不要乱

走哦。”

在古南街道花坝村

设置的拦路卡点，志愿

者王中桥戴着口罩，仔

细检查过往的车辆和

行人，并做好记录。

今年 56 岁的王

中桥曾是村里的建卡

贫困户。由于女儿读

大学、儿子读高中，家

中日子过得很艰难。近

年来，在扶贫政策的帮助

下，他通过勤劳脱了贫，

姐弟俩读书也享受到多

种减免政策。2018 年 D

级危房改造后，一家人住

进了新房。如今，王中桥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

这个忠厚老实的农

民，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看到防控一线大家忙

碌的身影，想着自己也要

为国家、为人民出一份

力，报答党的恩情。

王中桥主动向村里

申请，和党员干部一起担

当 起 了 值 守 卡 点 的 重

任。他还动员自己的两

个 孩 子 也 当 上 了 志 愿

者。

“国家对我们贫困户

很关心，使我们的生活一

天天改善了。在这种关

键时刻，我们贫困户要报

党恩，要站出来，为村里

做一些事，为老乡服好

务。等疫情结束，再跟着

党奔小康”。”王中桥说。

“他不但自己天天坚

持来值守，还把娃儿带起

来帮助我们，特别感动。”

花坝村村民赵中育说。

王中桥的女儿王阵

香说：“从小爸爸就教育

我们要学会感恩，现在疫

情这么严重，村上比较

忙，我们也应该尽一份

力，参加抗疫是很有意义

的事。”

据悉，古南街道现有

已脱贫享受政策 434 人，

其中有 60 余人参与到了

此次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中。 通讯员 胥莉

王中桥在卡点值守王中桥在卡点值守

通讯员 胥莉 摄通讯员 胥莉 摄

2 月 10 日，三角镇佛子寺村脱贫

户王善梅捐赠千余斤自家种的萝卜、

花菜、白菜等蔬菜支援抗疫一线。

这些爱心蔬菜被分别送到该镇53

户隔离户、低保户以及一线的医护人

员手中。

“实在是太感谢王善梅了，把自己

辛辛苦苦种的蔬菜送给我们。我们一

定配合工作，就在家里，哪儿都不去。”

乐兴社区居家隔离人员朱某收到蔬菜

后当场表态。

据悉，王善梅和丈夫苏昌兵都有

慢性病，家中两个孩子在读书。2017

年，经过评议她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

户。王善梅明白，要彻底脱贫过上富

裕的生活，绝不能一心等靠要，而是要

通过自己的奋斗。

2019年，在镇村干部和驻村工作

队的帮扶下，王善梅与丈夫苏昌兵每

天起早贪黑发展产业，种植水稻3亩、

蔬菜3亩，养殖家禽300余只。此外，

她还申请了村上的公益性岗位，而丈

夫苏昌兵也会做一些小时工补贴家

用。如今，她家的年收入超3万元，日

子一天比一天好。

春节后，蔬菜最是紧俏，能够卖出

喜人的价格，而王善梅却选择如数捐

出。面对镇村干部的感谢和赞誉时，她笑呵呵地说：

“是我该感谢你们呐，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没有我们家

现在的幸福生活。特别是近段时间，每天看到你们忙

碌的身影，我也没有什么能做的，只能捐点蔬菜，也算

是贡献了自己的一点力量。”

在王善梅的带动下，三角镇塘垭村的脱贫户刘光

平、王德强、曾权兵，望石村的脱贫户吴大海、吴照春，

红岩村的脱贫户吴大正、陈显等都纷纷报名，主动要

求参与疫情防控劝导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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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学成）日前，

记者从区税务局获悉，自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綦江税务立足纳税

人需求，向公众发出“有需要、线上

办，非必须、不窗口”的倡议，并积极

推广网上“非接触式”办税服务，通

过电子税务局、自然人税收管理系

统等电子办税渠道，引导纳税人在

疫情防控期间办理业务时尽量多走

“网路”，少跑马路，减少人员聚集，

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据悉，区税务局制定了疫情防

控期间办税服务应急方案，充分利

用税企交流 QQ 群、朋友圈等平台

为全区纳税人发送2月申报期延长

和引导网上办税等内容的提示信息

1000余条，同时线下安排干部职工

值守48612366分中心，保障咨询电

话的接通率和网络咨询的回复速

度，并同步处理电子税务局网审业

务，最大程度满足纳税人需求。对

于“网上办”解决不了的税费业务，

区税务局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

下，通过预约，提供现场服务。

2月9日，着急办理车购税申报

缴纳业务的市民李先生，因为临时

车牌到期，急着上户，但不熟悉网上

办税流程，便通过电话咨询预约了

线下办理。2 月 10 日上午，他佩戴

口罩进入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经

测体温后，在前台税务人员王建松

指导下，顺利完成该业务。

“面对疫情，我们倡导纳税人通

过‘非接触’渠道办理业务，减少交

叉感染风险；同时对确需到办税服

务厅办理业务的，纳税人通过预约

服务，办税服务厅在做好防护的前

提下，及时为纳税人办理紧急业务，

确保税费业务办理不中断。”区税务

局纳税服务科科长贺同军表示。

在《致全市税务系统各级党组

织和全体党员的倡议书》号召下，区

税务局从单位职工及家属排查入

手，严格执行“零报告”“日报告”制

度，定时搜集、动态掌握全局干部职

工身体情况，构筑群防群治抵御疫

情的严密防线，并深入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的纳税服务、应急值守、体温

监测等工作，对办税服务厅和办公

区开展疫情联防联控，全力做好通

风和消毒。

“疫情面前无小事。”区税务局

负责人伍清廉表示，重庆市税务局

出台十条税收新举措，全面支持抗

击疫情。该局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

这些税收新举措，及时宣传辅导到

位，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

献税务力量。

本报讯（记者 成蓉）“师傅，请

把手伸出来消一下毒。”近日，记者

在渝黔高速古剑山收费站临时卡点

看到，值守人员正在为下道车辆及

人员进行检查消毒。

据悉，我区所有临时卡点值守

人员均由交通执法人、医护人员、民

警、街镇工作人员组成。綦江工业

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王光莉说：“紧要

关口，工业园区在全力以赴做好园

区防疫工作的同时，协助古南街道

开展防疫工作。前期我们分派了16

个工作组，现增加到30个组。”

为全力抗击疫情，古南街道得

到了各挂钩单位的大力支持。截至

目前，该街道累计收到区应急局、工

业园区管委会、区残联、区规划自然

资源局的现金捐赠 140 万元，人力

支援67人，车辆支援6辆。

“在抗疫一线物资、人员缺乏的

关键时刻，各部门及时伸出援手，让

我们非常感动。”古南街道相关负责

人说，有了部门、街镇，干部、群众的

上下联动，古南街道的防疫合力更

加强大，相信只要大家勠力同心，一

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联防联控筑起抗疫“长城”
挂钩单位捐赠140万元助力古南抗疫

多走“网路” 少跑马路
我区推广网上“非接触式”办税服务

赶水镇政府牵头与该镇火金山育

雏场达成协议，以成本价将3000余只

鸡苗，销售给辖区内 30 余家贫困户，

鸡苗长大后还可享受每只 10 元的补

助。为减少疫情期间人群流动，经兽

医站统一对鸡苗进行检验检疫后，机

关干部组成志愿者队伍，挨家挨户为

贫困户送去鸡苗，实现防疫和扶贫两

不误。

记者 覃宁波 通讯员 王中萍 摄

防疫扶贫
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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