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
抓。”连日来，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我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有力、有序、有效推动疫情防控工作。1月31日，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主动履职
尽责、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冲到一线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向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聚焦聚力，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基层党建 4 2020年2月6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利伟 电话∶0371-65795713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刘晓丽 农村版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 450008 印刷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市经开区第三大街168号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35号 全年定价330元 零售价1.00元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的关键时期，漯河市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始终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成为凝聚广大人民群众防疫抗疫的

强大力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一座座战斗堡垒巍然耸立，一名名共产

党员挺身而出，犹如一面面鲜红的旗帜

在防疫抗疫第一线高高飘扬……

越是关键时刻，越是对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能否充分发挥，越是对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能否更好体现的最好检验。

1月26日，漯河市委组织部发出《万

众一心 抗击疫情——致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倡议书》，对全市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紧急动员。

漯河市各级党组织把防疫抗疫作为当前

的首要政治任务，迅速形成了上下联动、

协调顺畅的组织领导体系，建立了以重

点部位、重点人群、重点场所为主的防范

体系，构建了人人参与的社会动员体系

和职责明确、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

“作为共产党员，我们自愿加入抗击

疫情这场战役，随时听从调遣，服从安

排，不计报酬，无论生死！”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漯河市医疗战线党组织通过召

开誓师大会、印发倡议书、征集志愿者等

方式，号召医疗战线党员进入“战备”状

态，全力迎战疫情。

“我申请”“我请战”“我是党员我带

头”……在防疫抗疫的关键时刻，在每一

个社区、每一个村庄、每一个路口，都能

看到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行

动，践行着初心使命。

源汇区马路街街道党工委向辖区内

所有党员发出“红色召集令”，动员党员

居民主动到社区“大党委”报到，服从统

一调度，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短短大半

天，115名社区党员积极响应，主动报名。

召陵区邓襄镇为动员农村党员干部

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按照党旗在疫情一

线飘扬要求，在每个行政村的每个入村

卡点插上党旗，营造了“哪里有党旗，哪

里就是战场；哪里有党员，哪里就可心

安”的防疫抗疫氛围。

舞阳县侯集镇34个行政村都活跃着

一群“快递哥”，他们由各村的“两委”干

部、党员、村级后备干部、入党积极分子等

组成，当群众生活物资不足时，他们主动

帮助购买、运输、分发，为村民提供方便。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严峻的疫

情面前，他们冲锋在前履行了一名共产

党员初心使命，留下了一道道逆流而上

的美丽身影。

“有了这些党员，我们就有了安全

感”，这发自肺腑的朴实话语是人民群众

对身边共产党员的最高肯定。

截至目前，漯河市各级党组织的党

员自发成立义务宣传队、疫情监控队、巡

防排查队、清洁消毒队等，形成了疫情防

治的强大合力。全市1345个村（社区）

党组织带领党员干部群众筑起抵御疫情

的牢固防线，逐村逐居民小区设立卡点，

逐门逐户进行走访，仔细排查外来和返

乡人员，切实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不留一个死角，及时消除各种隐患，有效

控制了疫情在全市的蔓延。

2月3日，汝阳县城关镇共产党员、中医师姬盛超和妻子给环卫工人送预防疫情汤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姬盛超参照

湖北省权威医疗机构公布的中药方剂，用两天时间熬制中药1000余袋，免费送给环卫工、社区居民、乡村群众等。 康红军摄

1月29日凌晨，渑池县段村乡石峰

峪卡点仍在正常执勤，该乡信访办副主

任董选民佩戴口罩、手持红外线体温测

量仪，正在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这是

段村乡党员先锋队值班卡点的一幕。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以来，该乡第一时间召开

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上级疫情防控工

作的有关精神，成立了由乡党委书记

任队长，乡长任副队长的党员先锋队，

并在全乡12个党支部内抽调了100余

名青年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充实到党

员先锋队队伍中来，全力投入疫情防

控工作。截至目前，该乡党员先锋队

已设立检查卡点14处，出动600余人

次，发放宣传单页2000余张，出动宣

传车次20余次。

“通过成立党员先锋队，极大调动

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也为疫情防控

工作注入了一支‘强心针’，切实保障了

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该乡党委

书记史俊杰这样说。 （邓志伟焦哲）

针对当前严峻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获嘉县全面进入战斗

状态，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战

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高点站位，迅速响应，全面谋划部

署。该县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防控指挥部，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县领导纷纷到一线督导疫情防控

工作，并对各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

党员提出具体要求，同时注重在疫情

防控一线考验考察、甄别识别干部，推

动党员干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

尽责。

精准发力，突出重点，做好疫情防

控。该县219个行政村共设立防疫卡

点262个，成立临时党支部104个，划

分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先锋岗”，

党员亮明身份入户摸排、政策宣传，核

查人员信息5万余条、发送宣传信息1

万余次。全县7500余名党员24小时

值守车站、路口、小区、镇村卡点，逐人

测温排查、宣传健康知识、督促做好防

控。

加强引导，协同配合，落实基础保

障。该县各乡镇、村，公安、交通、卫生

等系统党员放弃春节假期，坚守岗位，

做到“五带头”，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体现在防控疫情的方方面面；各单

位纷纷落实每日疫情信息上报机制，

每名党员主动上报家人亲友外出情况

和健康状况，教育引导身边群众主动

实施居家隔离，用实际行动为党旗增

辉、为党徽添彩。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张丹）

“作为党员，有责任、有义务守护

群众的安全，有决心、有信心和党中央

一起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2月

1日，平顶山市卫东区鸿鹰街道大营

村共产党员先锋岗上，老党员赵勇峰

一边说着一边给进入大营村的群众测

量体温。

64岁的赵勇峰有40年党龄，他了

解到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后，主动请

缨，大年初二就到村党委要求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为进入村的人员登记、宣

传、测量体温等。在卫东区，像赵勇峰

这样主动上阵、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的党员干部还有许多。

为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卫

东区及时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号召党

员以身作则，自觉扛起防控责任，在疫

情防控一线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为辖区群

众筑起疫情防控红色“长城”。

该区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成立由区委书记挂帅，区长任第一

副总指挥的疫情防控指挥部，建立区、

街道、村（社区）三级防护网络，以网格

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为单位，组织辖区

3800余名党员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

416支参与防控工作中，形成全民参

与、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同时，专门

组建党员服务队，开展温暖服务、温情

问候、贴心代购等服务项目，对重点管

理人员居家隔离做好贴心服务，成为

辖区群众的“贴心人”。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何洋）

“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党支部靠前

指挥，我们就是党旗下的坚守者。”1月

30日，一名在G4高速遂平站检查点的

防控队员说。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驻马店市各级党组织不等

不靠，迅速排兵布阵，在全市所有道路

关键位置、重要场所、人口集散地设立

检查点（监测点），并依托检查点（监测

点）成立临时党支部。临时党支部成

员主要由县乡村干部和卫生、公安、交

通、城管等部门党员组成，实行24小

时轮流执勤值班制度，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的人员导流、摸底排查、体温

检测、车辆检查、防控宣讲、重点人员

管控等各项工作。

西平县各级基层党委把预备党

员、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等纳入临

时党支部，引导他们主动承担党组织

分配的工作任务，带头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加大对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普

及，自觉接受党性锻炼和实践考验。

在上蔡县西上公路疫情防控卡

点，临时党支部书记由县委组织部部

长担任，县委组织部、大路李乡、无量

寺乡、县交通局相关负责同志任支部

委员，构筑起了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

确山县21个县级防控卡点、45个

乡级防控卡点、202个村级防控卡点实

现了临时党支部全覆盖，县委组织部

向防控卡点统一配备党旗268面、党

徽4000余枚，并向各乡镇（街道）下拨

专项党费，让党员在防控一线熠熠生

辉，让党旗在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在疫情面前，一个支部就是一座

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连日

来，驻马店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始终站在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前

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工

作做出了积极贡献。”驻马店市委组织

部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刘刚）

“李书记您好，我是晨阳路学校的教

师潘魏巧，也是一名党代表，我请求当一

名刘集镇的志愿者，代替一些年龄大的、

一直在防控一线的党员。请党组织批

准！”近日，中牟县刘集镇党委书记李恒收

到了一封特殊的“请战书”。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进入攻坚期，日前，中牟县委组织部

印发《关于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积极主动履

职有效发挥作用的通知》，把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作为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果的重要战场，要求全县党员干

部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让党旗

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中牟县在防控一线设立“党员先锋

岗”，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员突击

队”，及时建立临时党支部，做到哪里任务

急难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攻坚克难、哪

里就有党员冲锋在前。

为发挥党员作用，中牟县在防控一线开

展“戴党徽、亮身份，冲在前、作表率”活动，直

接参与防控的党员佩戴党徽、亮明身份，以

自己的模范言行影响和带动群众。党员们

不分白天黑夜都值班在岗，人员摸排、定点

值守、卫生消毒，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里冲锋在前，与时间赛跑，保护群众的健康

安全。“疫情在，我就在。作为党员，就要有

困难冲在前，能换得老百姓的健康和安宁，

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党员王凤玲说。

“只要发挥党组织鼓舞斗志、凝聚人

心、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战斗堡垒作

用，发挥党员立足本职、甘于奉献、担当

作为的先锋模范作用，就一定能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牟县委组织部负责

人说。中牟县委组织部 郑献永 李铁亮

党旗，在战“疫”一线高高飘扬

漯河 党旗飘起“逆行勇士”齐聚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程林涛

平顶山市卫东区
筑起防控红色“长城”

渑池县党员先锋队
一线卡点防疫情

中牟县 疫情不退党员不退
获嘉县

党员冲在前 抗疫就不难

驻马店

临时党支部设在疫情防控一线

汝阳 一袋中药见真情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

了谁……”最近，这句歌词在许昌市建

安区广为流传，被很多群众用来致敬

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党员干部。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牵动着全

国人民的心，也考验着建安区党员干

部的责任担当。走进建安区，高速路

下路口、乡村路口、在社区农村，处处

是建安区党员干部严格排查、联防联

控的忙绿身影。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建安区专门

制定了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建立三级

联防联控工作体系、三张排查网络、落

实三项制度、启动三项紧急措施、强化

三项保障“五个三”工作法，他们用实

际行动织起一张张疫情防控网。

为切实加强疫情防控工作，该区

专门成立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统筹

协调全区疫情防控工作，乡镇办、区直

各单位成立工作专班，村（社区）建立

工作队，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区、乡、村三级联防联控工作体系。同

时，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防控

策略，建立网格化、地毯式排查体系。

为保障疫情防控顺利推进，建安区

统一梳理全区防控物资需求，安排防控

工作专项经费，及时采购、依法征用区内

现有防控物资，为居家隔离人员、医护人

员和一线党员干部提供安全保障。同

时，该区要求县处级领导干部带队到各

乡镇、各行业开展督导检查，对工作不

力、失职渎职、漏报、瞒报、迟报疫情信息

等，从严从快、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李水安）

“我自愿参加疫情防控战斗，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听从指挥、率先垂范，始终

冲在最前沿！”连日来，在鄢陵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和515个防控卡点，随处可见党

员干部胸前佩戴党徽，高举右手，面对党

旗宣誓的情景。铮铮誓言，彰显着该县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决胜疫情的

信心和决心。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鄢陵县对疫情防控高度重视，成立由

县委书记任总指挥、县长任第一副总指

挥的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全县疫情防

控工作的统筹协调。同时，县委组织部

下发《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

通知》等文件，动员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全面进入“战时”状态，12个

镇386个村（社区）党组织建立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和网格化工作体系，构筑起全

县人民的“健康防护网”。

“我们虽然是临时党支部，但相信大

家一定会齐心协力，做好卡点疫情防控

的各项工作，坚决切断疫情外部输出入

渠道。”在该县兰南高速北站县界路口，

卡点党支部书记、县公安局政治部副主

任樊富臣对值守党员明确要求。为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战役，该县在10个高速、国

道卡点分别成立临时党支部，58名党员

24小时轮班值守，用党性和坚守筑起守

护人民健康坚固防线。

为有力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冲锋抗疫

一线，鄢陵县委组织部组织在全县515个

县界、镇、村（社区）卡点开展“挂党旗、戴

党徽、践承诺”活动，用旗帜指引方向、用

承诺凝聚人心，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勇担

使命的画面场景令人震撼动容。

“爷爷，你啥时间来看看我呀，我现在

能说出话了。”大年初三，正在卡点值班的

柏梁镇漆井社区党支部书记马留印接到

小孙子的电话。春季期间，马留印5岁的

小孙子突患重病，不能开口说话，然而，身

为“主心骨”的他知道孩子看病重要，但群

众的生命健康更重要，自从孩子被家人送

进医院后，他都没顾上看一眼……

“你们赶快回去吧！现在村里正需要

人手，一定要做好卡点值班，重点人员跟

踪监测。”自大年初一，望田镇北村党支部

书记杨俊才连续4天3夜坚守在疫情防控

岗位上，导致突发脑溢血，在被送进治疗

室的前一刻，惦记的还是疫情防控工作。

“在党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的正确

领导下，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努

力奋斗下，紧紧依靠全县人民群众，坚定信

心、科学防治，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鄢陵县委书记尹

二军如是说。鄢陵县委组织部陈东辉

他们，冲在鄢陵战“疫”最前沿

许昌市建安区

党群联动织密疫情防控网

疫情来袭，通许县委

组织部推行“网格员+小

区物业+排查工作组”的

工作制度，对所辖居民小

区“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进行排查登记，抓好动态

管理、隔离稳控等，发动群

众群防群控。图为2月1

日，通许县委组织部党员

干部在社区排查。

通许县委组织部 王
超杰邓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