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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 共克时艰勇担当

微风轻拂，春日暖阳下万

亩龙湖波光粼粼。岸边垂柳摇

曳，三五市民悠闲地踱着步子，

尽享慵懒时光。厂房机器声轰

鸣，热火朝天的车间内，一线工

人争分夺秒加紧生产。当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

之后，古老的淮阳又焕发出勃

勃生机。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淮

阳区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各

项疫情防控决策部署，守土担

责、守土尽责，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特殊战场上冲锋在前，

用实力守护着百姓安康，彰显

了抗疫中的淮阳力量，书写了

一曲曲英勇赞歌。

经过持续几个月的鏖战，

淮阳区疫情防控工作呈现持续

向好态势。目前，全区复工复

产也开始了加速跑，力争把疫

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确保全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减速。目

前，规模以上企业已经全部复

工，商场超市也逐渐恢复了往

日的热闹，历经一段沉寂后的

古城处处涌动着暖人的春潮。

“我们想方设法克服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确保两

手抓、两手硬、两促进，确保全

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持

续向好。”4月 26日，淮阳区委

书记马明超说。

闻令即行
抗疫成为头等大事

一场疫情，扰乱了人们返乡的脚步，让原本
祥和的春节蒙上一层阴影。

1月22日，淮阳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
卫健部门疫情通报，对疫情防控做出专题安排
部署。

1月 23日，腊月二十九，距离春节仅有1天
时间。一辆从湖北武汉开赴淮阳中心汽车站的
大巴车，引发卫健部门重视。从那天起，淮阳区
的疫情防控全面进入战斗状态。

“当时我们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人员进入
实战状态，下午3时客车在淮阳进站后，先对客
车轮部、车体进行了喷洒消毒，组织旅客和司机
逐个下车进行体温测量，进行个人信息登记和
流行病学调查，最后对客车进行了终末消毒。”
淮阳区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说。

1月 24日晚，区委书记马明超主持召开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紧急会议，传达上级会议
精神，对全区疫情防控工作做出进一步部署。
由此，一场更大规模、更高规格的防疫阻击战在
淮阳大地全面打响。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庄
都严阵以待，对疫情严重地区返回人员逐一排
查、登记，发现异常立即采取措施。

1月 25日，大年初一，马明超带领指挥部同
志到城区大型超市、汽车站、太昊陵景区和区人
民医院等人口密集场所检查防控和救治措施落
实情况。

1月 26日，大年初二，淮阳区疫情防控各级
干部职工无一休息，全部返岗工作。这天上午，
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专题会议，传
达学习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疫情汹汹，人命关天。各级各部门领导
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决按照党中央
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闻令即行，绝不退
缩，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区委书记马明
超的讲话掷地有声，把疫情防控形势的复杂性
与严峻性、决心和信心，传达到每一位与会人
员心中。

接下来的几天里，区委书记马明超、区长王
毅分别带队深入乡(镇)、村、社区、超市、车站等

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走遍了全区所有的乡、
镇、场和产业集聚区、定点医院及部分学校。

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在区
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示范带动下，淮阳广
大基层干部群众很快被动员起来，一场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在古老的淮阳大地吹响冲锋的
号角。

宣传先行
凝聚抗击疫情力量

任何一场战役，冲在前线的一定少不了吹
号手。在抗击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吹
号手”的角色尤为重要。动员各种宣传力量参
战，一能消除恐慌，二能凝聚力量。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疫情防控指挥部
宣传组围绕所承担疫情防控工作任务，立即成
立了由宣传部牵头，区网信办、广播电视台、龙
湖报等为成员的宣传舆论领导小组，及时传达
中央和省、市、区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相
关会议精神，研判、安排全区疫情防控宣传工
作。

全面发声，全民动员。该区依托区广播电
视台、龙湖报、中国·淮阳网等区内主流媒体及
淮阳融媒、淮阳新网等微信公众平台开辟了“新
闻动态”“通知公告”“防控知识”“辟谣提示”等
专题专栏，实时更新上级权威部门制定的疫情
防控知识和防护技能解读；安排专业人员录制
区委疫情防控相关公告及完整防控知识音频，
在全区467个行政村和社区启动了村村通大喇
叭广播，不间断进行疫情防控相关知识解读和
集中宣传。

在区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防控
疫情，淮阳在行动》电子倡议书，号召社会各界
众志成城一起抗击疫情。联通、移动、电信三家
通信部门，精心制作了疫情防控知识视频彩铃，
根据全区疫情防控需要，向全区广大干部群众
免费推广使用疫情防控宣传视频彩铃。

线上线下，网上网下，全方位、多角度进行
疫情防控宣传，在全区上下达到了疫情防控知
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疫情防控人人配合、人
人参与的效果。

同时，宣传组积极挖掘先进经验、先进典型
和先进群体，及时、全面、准确地展现了全区干
部群众在抗击疫情工作中斗志昂扬的精神面

貌，鼓舞了干群士气，凝聚了抗疫力量。
该区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手段，发出了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强音。目前，全区干
部群众斗志昂扬，信心百倍，誓与疫情抗争到
底，势必打赢这场人民战争。

众志成城
城乡密织防控大网

为切实保障辖区内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
会安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淮阳区要求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通过
强有力的防控举措，为人民群众撑起了“安全
伞”。

“大娃，今年别回来了，咱这边疫情防控了，
村头都有检查点，你是外地回来的，到家也要隔
离，见不上面。”春节时淮阳区鲁台镇的郑先生，
给远在云南工作的儿子打电话反复叮嘱。实际
上，老郑已经连续两年都没与儿子见面了，纵然
亲情难舍，但特殊时期还要“忍痛割爱”。

在淮阳区，城市乡村同步防疫，社区村庄一
起行动，党员群众共同上阵，但凡是外地返回人
员尤其是疫情严重地区返回人员，若想“悄无声
息”实在不易。从1月26日起，淮阳区防控指挥
部还选派 25人组成 9个督导组，奔赴各乡镇及
相关联防联控单位，督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措施落实。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淮阳区委
疫情防控指挥部及时号召全区扶贫驻村第一书
记和驻村工作队迅速返回派驻村，积极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淮阳区齐老乡柳南行政村驻村队
员常守振介绍，他们从大年三十晚上就放弃节
日团圆，在村里设立防疫检查点，对走亲串友的
村民进行劝阻，切断外界与村子的面对面联系，
防止疫情渗透。

疫情严重期间，在淮阳区白楼镇卡点，59
岁的淮阳区疾控中心副主任王洪合也投入到战
斗中来，他穿着防护服，指导工作人员对村子进
行消杀。这位从事疾控预防工作 39 年的“老
兵”，在退休倒计时的门槛上，再次披挂上阵冲

锋在前。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对确诊新冠肺炎的

各个患者家庭、疑似病人家庭、医疗机构、公共
场所等地点，开展全方位消毒工作。从大年初
一到正月十五，共消毒各疫点及周边环境总面
积 53600平方米，为有效控制疫情传播起到了
积极作用。”王洪合说。

很多党政领导、医护人员、公安民警、驻村
工作队员、乡村干部坚守一线，用强烈的责任
感、使命感，筑起守护百姓安康的坚强防线。他
们用实际行动，兑现了区委书记马明超对全区
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把党中央的温暖做成棉
袄，穿在老百姓身上!”

据了解，连日来，淮阳区疫情防控工作呈现
持续向好态势，已取得阶段性胜利。“这说明我
们的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积极成效，下一步
我们要竭尽全力保持向好转变的势头，全面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淮阳区卫健委有关负
责人介绍。

党员带头
基层支部筑起“红色堡垒”

逐户排查、造册登记、签字确认，确保楼不
漏户、户不漏人……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
来，淮阳区各级党员干部始终冲在一线，用党员
使命扛起安全重任，一个个基层支部变成了一
座座“红色堡垒”。

基层堡垒战疫情，严防联控“无死角”。淮
阳区各基层党组织通过电话、短信、微信、广播、
入户等多种方式，引导群众学习宣传疫情防控
的科学知识，出门时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勤
通风，做到少外出、不聚会，教育引导群众无特
殊情况不串门、不集会、不聚餐，不办宴席，有效
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在乡村，各行政村组织乡村干部召开誓师
大会，村支部干部和党员坚持 24小时值班，施
行管控，对出入人员进行测量体温、人员车辆信
息登记，对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返乡人员和外
来人员进行细致摸排，及时跟踪观察报告其健
康状况，严格落实疫情监测“零报告”制度，切实
筑牢疫情防控各道防线。其中，大连乡各行政
村对从武汉返乡人员实行乡、村、组干部和村医

“四包”及一名党员帮助一户的“一帮一”责任
制。曹河乡 23个行政村均成立疫情防控工作
小组，郑集乡乡村两级干部、卫生院领导、村医
协同合作，对重点人员盯死看牢，确保发生异常
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及处置……

在城市，各生活小区建立了 166个临时党
支部，设立疫情防控卡点和党员先锋岗，引导居
住小区的党员主动参与到疫情防控中来，组织
1000 名党员志愿者，成立 119 个入户排查小
组，采取组包楼、党员包户的模式，向小区居民
讲解疫情防控知识，消除疑虑，在争取群众理解
和支持的同时，利用无人机对小区进行全面消
杀防疫，最大限度阻断疫情传播。

“临时党支部的组建，非常及时、非常必要，
党员有了新的归属感和使命感，生活小区的群
众有了依靠，增强了大家共同战胜疫情的信心
和决心。”聊起当时锦园小区疫情防控临时党支
部书记霍本刚深有感触地说。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子，火线最能考验党
员干部。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淮阳区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到疫情一线卡点认领
岗位，充实力量，捐赠物资。全区467个驻村第
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迅速返回派驻村，迅速深
入扶贫村防控疫情第一线，积极协助村“两委”
开展全覆盖摸排工作，认真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切实筑牢疫情防控各道防线，为有效遏制疫情
传播扩散发挥了重要作用。

疫情期间，淮阳籍广大在外流动党员及社
会爱心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共募集 490982.52
元现金和包含12000只 N95医用口罩、10万只
医用外科口罩、5 吨消毒液、1000 个护目镜、
3000套医用防护服、20000副手套、20吨蔬菜、
2吨医用酒精等价值708000元的物资。

“防控疫情是场硬仗，在区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区 2 万余名共产党员挺身而出，逆向而
行，切实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自觉落实防扩
散措施，坚决向疫情做斗争，467个基层战斗堡
垒巍然矗立，鲜红的党旗在淮阳区疫情防控一
线高高飘扬。”淮阳区委书记马明超说。

双箭齐发
防疫与发展两手抓

疫情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但绝不能阻

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疫情终将过去，发展
却是永恒的任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双重
压力，考验着各级干部的社会治理能力，也检验
着一个地方的社会治理水平。

在淮阳区，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
展，已成为各级干部的共识和人民群众的期
盼。早在 2月 11日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该区
就召开了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推进会，要求坚持

“有序、放开、受控”的原则，扎实做好企业有序
复工和疫情防控工作，确保企业平稳过渡，逐步
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全力做好复
工复产。淮阳区委书记马明超多次深入乡
镇、企业调研，要求复工企业增强防控意识，
自觉把疫情防控放到第一位，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专心搞好生产经营。同时，他还
要求主管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了解企业困
难，分批分类有序推进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对
企业在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认真
研究、及时解决。

同时，淮阳区区长王毅也多次深入企业调
研，并召开专题会议，细化企业防控措施，帮助
企业解决用工难和融资难问题。

“现在我们车间已经正常运转，客商的订单
也源源不断，原以为企业还要停一阵子，但在区
委、区政府的重视和帮助下，我们不但实现了尽
早复工，还实现了开门盈利。我们一定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提高效率，把失去的时间抢
回来。”淮阳产业集聚区一家衣帽企业负责人表
示。

该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工作要求，
坚持“十个指头弹钢琴”，统筹兼顾要求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挥发展，有力有序推进企业复工达
产和重点民生项目建设，做到了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该区税务
部门已按区委、区政府要求，以实际行动认真落
实防护救治、物资供应、公益捐赠、复工复产 4
个方面12项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全力支持
和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截至目前，全区 1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已全部复工，复工率 100%；中小微企业 3346
家，复工3312家；区内外复工21.5万人。

疫情虽然让这个春天姗姗来迟，但它阻挡
不了春天的脚步和力量。淮阳大地上，已再现
往日的景象，勃勃生机也逐渐复苏，一切还是那
般美好！

恢复生产

追赶工期

战“疫”必胜

文图均由淮阳区委宣传部提供

“红马甲”在防控一线

英雄凯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