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宁
国市甲路镇庄村村在上级组织的
领导下，始终秉持“疫情就是命令”
的防控理念，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筑牢了农村的防
疫战线。

党员冲锋在前起表率

1 月 26日，该村召开两委会
议，传达上级防疫工作精神，就村
防疫工作作出部署，要求两委干部
要全面做好摸排和宣传工作，号召
广大党员主动参与防疫，为打赢全
民防疫战提供坚强保障。

在村党总支发出号召后，广大
党员自发集结，主动承担起了防疫
宣传和摸排劝导工作：党员会同村
干部下到村组，入户逐一宣传贯彻
防疫工作，切实做到“不漏一户，不
落一人”。为响应村民呼声，广大
党员主动在村口设置检查点，对外
来进村车辆和人员逐一排查，做到
关口前移、防微杜渐。

在党员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
民组长、村民代表以及普通群众自
发加入防疫志愿者队伍，自愿提供
车辆、捐助防疫物资，营造出了“全
民防疫”的良好氛围。

居住在城里的党员了解了村
里的防疫情况后，纷纷主动请缨，
考虑到村里疫情防控需要和城里
党员的意愿，村党总支联系宁国市
义工联合会党支部，将10名在城
里的党员组建成城区党员小分队，

根据宁国市义工联合会党支部的
工作部署，10名党员参与到城区
疫情防控志愿工作中，充分彰显出
了庄村党员的大局意识和主动作
为的精神。

网格化管理做到群防群控

由于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大
量外出务工人员返村过年，这为疫
情的防控增加了难度。对此，村里
进行了紧急研讨，严格落实网格化
管理，地毯式摸排，群防群控、稳防
稳控，有效落实综合性防控措施。

该村两委干部全部取消休假，
“5+2、白加黑”，对村里的8个网
格、36个村民组进行全面摸排。该
村动员一切力量做好入组入户的
防疫宣传，上门普及防疫知识和防
控要求，让村民做到不外出、不串
门、不扎堆、不聚集；在两委干部、
广大党员和村民组长的认真负责
下，庄村村做到了对327名返村人
员逐一查访，对涉及重点疫区返村
的10名村民采取居家隔离措施，
14天隔离期内由村里安排专人每
日上门进行体温检查，严格执行

“一日三汇报”制度，并详细做好随
访记录，做到“一人一档”。

在村组管理上，明确村民组长
的职责，要求做到“守土有责、守土
尽责”，向上积极和村里对接，每日
报告防疫情况和小组村民身体有
无异常，向下认真向本组村民宣传
防疫知识，监督、劝阻本组村民集

聚、串门等情况，切实担负起“联络
人”的职责。在卫生防疫上，村里
（村委会、各卡点）设置口罩专门投
放垃圾箱，由专人监督，敦促保洁
员做到专项处理，切断传播风险。

民兵和群团彰显战斗力量

2月8日，庄村村民兵营组织
成立“民兵突击队”，这也是庄村村
在全镇成立的第一支民兵突击
队。该队伍由10名民兵组成，最
大的48岁，最小的19岁，其中还有
郎鑫晔、刘涛两位主动请战的退伍
军人。

根据民兵突击队的职责，10
名同志每天对各村组进行巡逻检
查，对涉及的扎堆、串门、赌博、不
听劝阻等行为进行管控，有效地加
强了农村的防疫管控力度。

此外，民兵突击队还肩负了宣
传队的部分职能，在村民组里开设
的商店张贴宣传标识，在宣传栏里
张贴防疫文件，向村民宣传防护措
施。在村党总支委员、妇联主席程
李兰的组织下，“巾帼志愿服务队”
正式成立，妇联委员会成员带头上
街宣传防疫工作，并且不断有村里
的妇女同志主动申请加入其中，在
疫情攻坚战中彰显出了巾帼风
采。村委委员、团支部书记郎鑫君
动员村里广大团员青年、大学生投
身到本次防疫工作当中，做到哪里
最艰苦，哪里就有团员青年，展现
出了青年人的奉献、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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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庄村村：党建引领 全民防疫
■凌燕武

宁国讯 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打响以来，宁国市汪
溪街道208名网格员立即行
动，让小网格发挥疫情防控
大作用，坚决筑牢战“疫”第
一道防线。

汪溪街道运用网格化管
理机制，严防疫情输入。全

体网格员冲在一线，敲门到
户、排查到人，建立重点省市
回宁人员数据库，详细记录
人员重点信息，每日回访，时
时跟踪。网格员率先参与卡
点值守，并有效带动村民参
与，24小时轮流轮岗值班，
有效防范疫情风险。（陈晨）

汪溪街道：
“网格化”筑牢防线

郎溪讯 疫情发生以
来，郎溪县新发镇在奋战抗
击疫情、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多措并举，积极安排
复工复产，全力以赴保持企
业生产经营稳定运行。

该镇紧紧依托网格片
区、党员志愿者等力量，全面
梳理甄别，建立工作台账，安

排专人统计镇域区内企业复
产复工时间，以及返郎员工
的具体时间、方式和隔离地
点，做到底数清楚。督促企
业做好复工前各项准备工作
和防控预案；此外，该镇指定
班子领导、监管员包保企业，
开展复工检查、复工后日常
巡查等工作。 （吕亚敏）

新发镇织密
企业复工“防护网”

宣州讯 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以来，宣州区洪林
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区外
疫情输入防控工作，发动
广大干部群众和党员先进
分子，在重要交通节点，采
取了设置关卡、临时交通
管制、提醒劝返等方式，阻
止疫情输入。

洪林镇宣茶村与郎溪县
毕桥镇相邻。在抗击疫情的
阻击战中，宣茶村率先设立
了卡点，防止疫情输入。洪
林镇与毕桥镇联合设卡执
勤，24小时轮班值守，对过
往的车辆进行劝返。两镇
共同配合，有效提高了工
作质效。 （洪宣）

洪林镇
携手联防阻疫情

泾县讯 连日来，泾县
昌桥乡党委政府不断强化
组织领导，采取系列举措开
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昌桥乡成立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乡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各村对湖
北地区回乡人员进行摸排
登记，乡联系村领导和村
两委干部具体包保，确保
若有人员出现发热等症

状，第一时间上报处置。
该乡在 205 国道袁店处设
立体温监测点，严格按照
要求进行设卡监测，并对
人员密集场所和敏感区域
进行清查，上门做好隔离、
关闭等工作，做好禁止聚
会和承办酒席等工作。另
一方面，昌桥乡全方位做好
正面宣传引导工作，提高村
民自我防范意识。（昌宣）

昌桥乡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宁国讯 连日来，宁国
市中溪镇坚持“一手抓防疫
不放松，一手抓经济不动
摇”，多项举措稳步开展企
业复工复产工作。

该镇各企业党支部严
格落实企业内部及周边场
所的疫情防控，并实时监测
好企业员工身体状况。企
业党员主动承担企业的疫
情防控任务，带动企业职工
群防群控。同时，该镇机关

全体党员主动亮身份、当先
锋、做表率，奋战在入企摸
排、环境消杀、物资保障等
疫情防控一线，为企业复工
复产提供良好环境和坚实
基础。全镇科级干部和党
建指导员，制定帮扶企业制
度，全力进行企业复工指导
和帮扶工作。截至目前，全
镇共有22家企业880名员
工复工复产。

（李锐）

中溪镇多项举措护航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郎溪讯 1月24日以来，郎溪县十字
镇施吴村党总支副书记杨胜洪化身“快递
员”，为村内接受居家隔离的湖北地区返乡
人员运送生活物资。

据悉，为做好居家隔离村民的保障工
作，该村组织以党员为主的代办员进行跑
腿服务，居家自我隔离人员通过微信电话
点单，代办员为他们采买生活用品、代办
事情。

据悉，十字镇9个行政村（社区）目前
已有“红色代办员”30余人。他们每天收
运隔离家庭生活垃圾，为老弱病残群众、隔
离人员采买生活必需品。当被隔离人员出
现情绪起伏时，他们以情动人，以理相通，
安抚被隔离人员，稳定他们的情绪，确保管
控不失控，生活有保障。

（余克俭 特约记者 徐萍萍）

方泳青：

防疫冲在前
示范当表率
■程玲敏

方泳青是绩溪县瀛洲镇龙川村村委，
也是绩溪县法治家庭示范户。这次突如
其来的疫情，她及时主动投身到抗疫的战
斗中。

1月25日晚上8点，方泳青关注镇党
建微信群后得知喜事取消，丧事一律从简
的原则后，主动摸排出龙川村拟设宴的农
户、具体日期、规模、宴请事由，建立清晰明
了的台账。随后她就逐个电话告知，详细
说明情况，村民不理解，有直接挂电话的、
有莫名辱骂的，她一直用平和的语气解释
着。最终她与镇村干部一起成功取消本村
宴席145桌。

方泳青积极做好防控知识的传播
者，开展“线上+线下”正面宣传工作，并
带头做疫情谣言的终结者，当好群众的
主心骨，宣传正能量，通过微信群主动通
报疫情防控情况；她还始终带头做抗击
疫情的践行者，积极落实属地责任。在
村民遇到涉及到法律的问题时，她会向
瀛洲司法所咨询，把情况弄明白了再传
达给老百姓，为群众搭建起法律知识的
桥梁。

在疫情面前，瀛洲镇像方泳青这样的
法治示范户还有很多。他们冲锋在前，依
法防控，仅靠着一只薄薄的口罩，一张村民
熟悉的脸，一颗为民服务的心，奔走在防疫
工作的第一线。

广德讯 近日，广德市
法院办案法官采用在线调解
的方式成功调处一起民间
借贷案，承办法官通过建
立审判微信群的方式，组
织双方当事人在线就案件
本身发表各自的意见，通
过努力双方最终达成了调
解协议。

据悉，在疫情防控期间，

广德市人民法院把网上立
案、在线调解作为疫情防控
期间办案工作的重点。该院
依托互联网平台，积极引导
当事人进行微信线上调解、
网上开庭，在努力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切实维护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证正
常诉讼秩序。

（阳倩倩）

绩溪农水局
不误农时春耕备耕

绩溪讯 连日来，绩溪县农水局在全
力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紧锣密
鼓地谋划部署春耕备耕工作，坚持做到生
产、防疫两不误，确保“防疫工作向前进，农
业生产长一寸”。

绩溪县农水局及时开展春耕农资调研
工作，积极协助农资经营企业办理农资运
送车辆通行证，确保农资运输畅通，另一方
面，积极制定疫情防控期间农资经营网点
营业备案登记制度，保障广大农户春耕备
耕农资采购需求。

此外，该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全
县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进行实地
走访和电话联系，积极协助了多个专业
合作社办理通行证，对于芦笋、香菇销
路难及外地蔬菜调入困难的问题，积极
寻求解决办法。

（周岱珂）

广德12315中心
全力维护市场平稳

广德讯 自疫情发生以来，广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12315指挥中心快速启动处
置预案，确保投诉举报渠道畅通无阻。

该中心全体人员齐心协力，24小时
值班值守，仔细整理信息数据、上报统计
分析，第一时间提供执法线索、转办分流，
并及时告知、妥善处理、迅速查办并限时
反馈。

为了防控疫情需要，广德12315中心
全力确保网络、电话、信件投诉举报渠道畅
通无阻。该中心号召ODR企业开通绿色
通道，保持售后服务沟通渠道畅通，及时处
理因疫情引发的消费纠纷，化解矛盾。通
过发布《防控疫情倡议书》，要求企业做好
防控工作，积极稳定民生必需品货源及物
价，引导企业自觉守法经营。

（张克勇）

“我提前到点上去，防止有人要出
入，你们一会早点过来。”2月18日清
晨，田野里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霜，室
外寒气袭人。郎溪县凌笪乡双庙村双
庙村民组的张德平简单地吃完早饭，
就准备到村口的疫情防控卡点值班，
临行前，他叮嘱儿子和孙子。

来到村口的防控点，张德平刚刚
整理好登记表，就见一位村民向卡口
走来。“你去哪里？”“去超市买点菜。”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现在每家每两天
可以出去一个人，今天去多买点，明天
就不要出去了，记得戴好口罩。”张德平
说完，仔细地把村民出行的事由、时间
等详细信息登记在表格上。“我们在这
里负责登记村民出入信息，劝返外来人
员和车辆，守住保障村民健康的防线。
今天是我在这里值班第10天了，只要疫
情不退，我们就不会撤。”张德平说。

今年71岁的张德平是凌笪乡双
庙村的一名退休村干部，有着51年党
龄的他，平时积极协助村里开展各项
工作。今年疫情防控工作一开始，他
就主动在村里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告
诫村民不串门、不聚集，配合村里开展
巡查，发现有聚集的立即劝阻。“村里
刚刚准备实施封闭式管理，他就打电
话要求参加值班值守，考虑到他年纪
大了，又患有冠心病和高血压，我们不
准备安排他的，但是他说：‘现在非常
时期，我是一名老党员，这个时候就要
冲到前面去。’第二天，他就来到村头
的防控卡点值班，连续好多天都没有
休息。”双庙村党总支部书记刘俊说。

去年腊月十一，张德平的老伴意
外摔伤了脚，一直在家休养，张德平照
顾她的饮食起居。疫情防控以来，张
德平每天早晨把饭菜烧好，中午老伴

拄着双拐把饭菜热一下对付一餐，张
德平就在卡点吃泡面，直到前几天儿
子张华从郎溪赶来做志愿者，老伴的
午餐问题才得到解决。

“儿子在郎溪定居，最近，看到村
里封闭管理需要人手，儿子就带着妻
儿从郎溪回来，每天和孩子一起在卡
点做志愿服务，看到他们在关键时候
能主动站出来，我很欣慰。”张德平
说。张德平的儿子张华是一名出租车
司机，也是一名党员，孙子张聪是一名
在校大学生，优秀团员。2月13日开
始，他们就穿上红马甲“走马上任”，当
起村民的健康“卫士”，从那一天开始，
祖孙三人在卡点共同抗疫，成为抗疫
战线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此时，
张德平的儿媳也没闲着，她每天在家
伺候婆婆，烧好一日三餐饭，为张德平
祖孙三人在一线抗疫做好后勤保障。

祖孙三人坚守抗疫一线
■特约记者 夏忠羽

2月10日，位于郎溪梅渚工业园的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复工复产。该企业采取错峰工作制度，在抓
好生产的同时，打好疫情防控战。图为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佩戴口罩正紧张地在各条生产线上作业。 孟丹娜 摄

复工复产助力战“疫”

十字镇：村里多了
红色“代办员”

广德法院在线调解
“不见面办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