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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全力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

把防控触角延伸至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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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郭 猛
孙也达 史晓多

连日来，秦皇岛市各级党政机
关、社会各界按照疫情防控的总体
部署，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众
志成城，团结奋战，形成了全面动
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
的局面。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
更陡。取得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阻击
战的最后胜利，就必须按照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
要求，找差距、补短板，把各项工作抓
实抓细抓具体，来不得一丝一毫的懈
怠推诿和麻痹大意。

如何做到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
序有效？日前，记者深入城市社区、
农村、高速路口、火车站，就秦皇岛市
各地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了实地探访。

时间：2月8日 9：00
地点：北戴河区北戴河村

“你们来这儿干啥？”记者来到村
口检查站，一下车，检查站工作人员
问道。

“村里有个亲戚，年岁大了，大过
年的，想去看看！”

“疫情防控这么严，今年不时兴
串门拜年了，你不知道？还是回去
吧！”

“您看我们从市里大老远地过
来，到家里待一会儿就走，通融通融
行不？”

“绝对不行！你们看，连给小卖
部送货的、送快递的都不让进。”工作
人员指着村口的送货车和快递三轮
说，“给谁送货，谁来取；快递包裹都
要经过消毒才能取回去。严着呢！”

当记者亮出记者证，表明来意，
村党总支副书记李国清走了过来。

“我就在这儿给介绍介绍情况吧！”他
告诉记者，北戴河村与北戴河火车站
近在咫尺，加上近几年开发建设艺术
村落和民宿，流动人员比较多，疫情
防控压力很大。目前，村里已经把过
去的6个出入口封闭了5个，只留1个
供村民出入，而且2400多名村民出入
都要检测体温，登记相关信息。

1 月 25 日，接到上级关于加强疫
情防控的通知后，北戴河村就成立了
由 52 名村干部、党员、志愿者组成的
防疫工作组，负责重点人口排查、消
杀、巡逻、村口执勤等工作，轮流倒
班，24小时值守。

“经过排查，有3户从湖北返乡的
家庭，村里安排他们在临近的宾馆隔
离，村干部每天两次去登记体温，并
负责送饭菜和生活必需品。目前，隔
离人员都已经度过隔离期，其他村民
情绪稳定，也没有出现发烧、咳嗽等
情况。”李国清说。

据了解，采取防控措施之初，北
戴河村就请专业人员对村里消杀工
作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每天对居民
楼楼道进行两次消杀，村内的垃圾桶
更是消杀重点，做到不留死角。“疫情
防控事关全村百姓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各项工作必须严一点儿、细
一点儿、实一点儿！”

时间：2月8日 10：10
地点：抚宁区留守营镇前韩

家林村

前韩家林村共有 600 多户、1700
多人，205 国道穿村而过。道路两旁
的村民院门正对国道，出行方便、自
由，怎么管理？

“我们要求这些村民关闭临街大
门，都从后门出入，车辆也要放在后
门。”在村中间一处检查站，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高斌告诉记者，原
来村民出入的路口很多，现在只留下
3 个，其他路口都采取了相应的封闭
措施，村干部、党员等 20 多名工作人
员轮流值守。

“防控工作一开始，我们村就制
定了《防控疫情工作方案》，从执勤人
员组成、工作流程和职责，到遇到突
发情况应采取的紧急措施等，都规定
得明明白白！”村妇联主任赵伟告诉
记者，“有了方案，工作起来就有章可
循了！”

记者看到，赵伟手里拿着几张外
来返乡人员排查登记表，上面详细记
录着村民返乡时间、返乡地点、联系
方式等信息。“对重点返乡人员，我们
都采取了居家隔离措施，每天上门测
量体温，了解、掌握他们的身体状
况。”村医周杰超说，“虽然全村没有

一个发热病人，但我们决不能麻痹大
意，决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

疫情防控，事无巨细，容不得一
丝一毫的疏漏。“关键时刻，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至关重要。”高斌告诉记
者，《防控疫情工作方案》传达给村民
后，很多村民交上了决心书、请战书，
要求参加疫情防控工作。尤其是年
轻共产党员，主动要求夜间值守，两
个人一组，窝在面包车里，一守就是
一个晚上，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环
节出纰漏！

时间：2月8日 11：50
地点：昌黎县吉祥尚府小区

拿起喷壶，绕车一周，对轮胎一
一消毒杀菌；用额温枪测量体温，登
记姓名、性别、楼号、联系电话、进入
时间……记者在昌黎县吉祥尚府北区
东门看到，几名“红袖章”正在对所有
进入小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车辆消毒
和信息登记，一车不漏、一人不漏。

“在昌黎县城，吉祥尚府是最大
的小区，共有3775户、1万余人。”小区
物业部经理黄淑红介绍，疫情防控工
作开展以来，物业公司把小区出入口
由 3 个变为 2 个，并关闭了所有公共
休闲场所，要求住户每天派 1 人外出
采购生活用品，快递、外卖等一律实
行无接触式配送。

“小区这么大，居民这么多，排查
工作是不是难度很大？”记者问。

“难度再大我们也要把底数摸
清。工作人员逐户排查、登记，最后

排查出30户外地返回人员，要求他们
居家隔离，目前已有16户度过了隔离
期。”黄淑红说，公司每天安排近百名
工作人员，24 小时轮流值班，在加强
小区日常管理的同时，还选派专人为
居家隔离人员采购生活必需品，集中
处理生活垃圾。

在小区门口，齐秀梅身着厚厚的
羽绒服，站在寒风中和小区物业人员
一起值守。她在县工商联工作，按照
县里统一部署，她和另外一名同事被
安排到吉祥尚府小区，加强小区的防
控力量。据了解，目前昌黎全县共有
1000 多名党员干部充实到基层防控
第一线，将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到人，
从而有效实现“防输入、防蔓延、防输
出”的防控目标。

“车辆消毒、测量体温、人员登
记……少一个环节都可能出漏洞！”
物业公司保安刘金利昨天晚上一直
工作到深夜，今天早上 8 时又按时到
岗值班。“大过年的，公司人手紧，多
个人就多份力量不是？”

时间：2月8日 14：00
地点：京哈高速卢龙出口疫

情防控检查站

“您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下车进行登记！”“麻烦戴好口罩，做好
自我防护，谢谢配合！”……在京哈高
速卢龙出口疫情防控检查站，卢龙县
公安局副局长、检查站临时党支部书
记张旭东和同事们正在引导车辆有序
通行，并协助一旁的医护人员，为司乘

人员测量体温，并做好登记工作。
内防输入，外防输出，高速公路

出入口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必须
严防死守。自农历大年初一开始，卢
龙县从县公安局和中医院抽调 30 多
名工作人员组成志愿服务队，在高速
公路出入口设置了疫情防控检查站，
日夜坚守执勤，检查登记来往车辆和
人员信息，测量司乘人员体温，筑牢
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1 月 29 日下午，疫情防控检查站
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疫情防控，责任
重大，必须有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
土尽责的担当意识和无私奉献、爱岗
敬业的实干精神。”张旭东介绍说。

记者看到，检查站设有两个军绿
色的帐篷，一个是工作区，一个是

生活区。工作区内一张桌子上
摆放着《工作日志》《空气消毒

记录表》《体温计消毒记录
表》等，墙上张贴着“入党誓
词”“临时党支部成员名
单”“工作职责”等；生活区
内，一张行军床上被褥整
齐，储物架上叠放着几件军
大衣，一侧墙角摆放着几箱
方便面和几包火腿肠。
“晚上出入车辆少的时候，

值守人员可以在帐篷里休息休息
吗？”记者问。

“防控制度有明确规定，执勤人
员不允许脱岗、离岗。为了体现人性
化管理，我们调整了轮岗时间，一小
时一换岗，确保逢车必查，逢人必
检。”说起执勤人员忠于职守的工作
精神，张旭东告诉记者，2月1日晚上，
天降大雪，一名护士冒雪执勤的图片
在同事们的微信圈里流传，被称为

“雪花护士”。
检查站实行轮班制，24 小时执

勤。“为提高车辆信息登记工作效率，
我们及时制作了‘疫情防控、摇下车
窗、出示证件、体温监测’宣传牌，引
导车辆尽快接受检查、尽快通行。”张
旭东说，临近返程高峰，他们增设了
入口检查站点，切实做到内防扩散、
外防输出。

时间：2月8日 17：00
地点：秦皇岛火车站

“出站旅客先验身份证，然后拿
车票到这边登记。”记者来到秦皇岛
火车站出站口时，秦皇岛火车站广场
管理处党组书记、主任任德文和执勤
人员人手一份《外地来秦人员信息登
记表》，逐一对出站旅客进行登记。

登记表上详细记录着旅客的来
秦时间、车次、姓名、联系电话、身份
证号、详细去处等信息，每一位旅客
登记完，执勤人员还会根据身份证和
车票信息进行核对，确保信息真实、
准确。

“ 火 车 站 人 流 量 大 ，今 天 就 有
4000多人上下车，如果防控措施不到
位，就会带来很大隐患。”任德文说，
为做好防控工作，管理处和海港区公
安、城管、医院等单位共150多名工作
人员分工协作，轮流倒班，全天 24 小
时值守。出站口搭建的 6 顶帐篷，分
别用来测温、登记、隔离，2 辆救护车
随时准备转移发热旅客。

“这是红外线检测仪，有了它就
节省了大量人力。”任德文带记者走
进测温帐篷，检测仪正对出站通道，
设有报警温度，旅客经过便实时显示
其体温。

“如果检测出旅客体温异常，就
安置他们到隔离帐篷，医护人员会进
行二次体温检测。”走出测温帐篷，任
德文一指旁边的帐篷说，如医护人员
发现旅客确有发热现象，将由救护车
直接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诊断。

工作人员每天会把《外地来秦人
员信息登记表》数据录入电脑，最终
把数据传送给出站旅客所在社区，方
便社区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

“进站旅客也要测体温，不能让一
位发热旅客上车。”任德文说，疫情防
控要坚持全国一盘棋，要有大局意识
和全局观念，漏掉一位发热旅客，就是
对全车旅客甚至全国人民不负责任。

“返程高峰要来了，人流量变大
怎么办？”记者问。

“增开出入站通道，增加表格数
量，调整执勤人员换班频次……我们
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任德文说，
疫情防控是一场遭遇战、阻击战，更
是一场攻坚战，但只要大家齐心协
力，共克时艰，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儿。

河北日报讯 （记者史晓多 通讯员王坤、
张洪亮） 机关干部主动向包联居民小区报到；
在职党员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到；身在外地的流
动党员主动向所在地党组织报到。面对社区疫
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抚宁区向全区广大党员干
部发出了“到防控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
建立“三报到”机制，全区机关干部、在职党
员和流动党员迅速行动起来，在疫情防控中不
缺位、做到位、有作为，构筑起一道道社区疫
情防控网。

机关干部向包联居民小区报到，吹响居民小
区疫情防控“集结号”。为守住距离居民最近的

“战场”，集中一切干部力量沉入疫情一线，该区
从全区 59 个区直部门、27 个驻抚宁区垂管单位
紧急抽调2000余名机关干部，深入134个包联居
民小区，协助各居民小区做好疫情防控政策宣
传、应急值守、排查筛查、防控物资分发、密切
接触者管理等急难险重工作，全面动员、全面排
查、全面防控，力求疫情防控不留死角，真正做
到疫情防控工作重心下移、力量下沉。

在职党员向所在社区报到，攻坚社区疫情防
控薄弱点。全区 4538 名在职党员到所在社区报
到，按照社区安排担任所在小区楼栋长、单元
长，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为了细化工作
措施，在职党员分别组建“五岗”：排查登记
岗，负责引导社区居民配合查验，准确反馈信
息，掌握居民体温和人员流动情况；昼夜值守
岗，实行 24 小时轮班制，负责管控出入社区人
员和车辆登记；人员防控岗，负责为居家隔离人
员家张贴防疫隔离温馨提示及输送生活必需品；
宣传教育岗，负责做好疫情防控正面宣传及居民
心理疏导；环境整治岗，负责对社区内道路、基
础设施、车辆等进行定时消毒。同时，全区医护
党员干部协助社区，在医疗救护、基础预防等岗
位发挥了积极作用。

流动党员向所在地党组织报到，“流动不流
失，离乡不离党”。该区向全区流动党员发出

《致广大流动党员的一封信》，号召广大流动党
员向所在地党组织报到，参与当地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流动党员积极响应，立即到当地党组
织报到，抚宁镇党员张雷按照北京市海淀区阜
三社区要求，配合社区检查站开展疫情安全检
查；茶棚乡党员郑文兴在湖南省长沙市配合长
沙县机关事务中心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坟坨管
理区党员杨玉亮在天津市宁河区，免费为志愿者发放蔬菜……目
前，已有 140 余名流动党员在当地党组织安排下开展志愿服务，积
极投身于疫情防控工作中。“三报到”机制将抚宁区机关干部、在职
党员、流动党员力量凝聚在一起，汇聚成敢打硬仗、共克时艰的强大
正能量。

河北日报讯 （记者孙也达
通讯员孙怡、胡伟达） 在农村，
大喇叭定时播报疫情防控进展和
注意事项，并针对外来人员实施
地毯式排查；在社区，一个个疫
情防控小组逐户调查登记人员信
息，协助开展联防联控……连日
来，山海关区5200多名党员干部
深入一线，坚守岗位，带领广大
群众开展联防联控。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我们的岗位就是战场，疫情
不消除，我们坚守不离岗！”面
对疫情防控“大考”，山海关区
委书记赵炳强提出。连日来，山
海关区四大领导班子成员以上率
下，每天带队深入村居、火车
站、检查站、医院、商超等点位
一 线 督 导 调 度 ， 通 过 区 、 乡

（镇、街道办）、村 （社区） 三级
包联机制筑牢“四道防线”，人
人担责在肩，确保疫情防控工作
扎实有序开展。

1 月 26 日，山海关区向全体
机关党员发起“亮身份、树形
象，强服务、敢担当”集结令。
广大党员积极对接服务，配合街
道办、社区逐户排查，为社区提
供必要的支持。目前，全区参加
防控一线党员 5213 人，189 人请
战到医院发热门诊、防疫站、火
车站、检查站等一线重点岗位，
组 建 党 员 志 愿 防 控 服 务 队 167
支，进行各类志愿服务 1 万余人
次，发放防疫宣传品1.8万余份。

“你好，请放下车窗，配合
测温……”“你好，请打开后备
厢接受检查……”地处冀辽交界
的边墙子检查站里，医护人员、
交警每天为司乘人员测量体温，
进行车辆检查。针对客流逐渐增
加的新形势，该区严把边墙子检
查站、火车站、医疗机构和重点
区域“四道防线”，对外来人员
逐一进行体温检测、车辆检查和
登记；对全区 3家医院、36家诊
所、88 家药店加强督导检查，
严格落实发烧、咳嗽、胸闷等症
状人员就诊购药登记报告制度，
确保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关停景区、博物馆等公
共场所，取消年博会等群众聚集
性 文 化 活 动 ， 从 源 头 上 加 强
管控。

山海关区各乡 （镇、街道
办） 实施网格化管理，细化包抓
责任，全面有效做好外来人员的
摸排管控工作。对重点人员名单
逐一进行随访，实行每日情况通
报制和每日分析研判制，形成

“村 （社区） 中有网、网中有
格、格中定人”模式，推动疫情
防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做 到 全 覆 盖 、 无 死 角 。 2 月 3
日，山海关区下发通告，对城区
所有小区实行夜间封闭，各包联
单位协助社区对全区无物业小区
进行 24 小时管控。镇街村居、
包联单位赶制居民、车辆出入
证，对出入人员车辆进行严格
管控。

山海关区

联防联控筑牢“四道防线”

秦皇岛火车站搭建起6个帐篷，作为测温、隔离、登记使用，严防疫情输
入。 河北日报记者 郭 猛摄

◀日前，
京哈高速卢龙
出口疫情防控
检查站临时党
支部组织重温
入 党 誓 词 活
动。
河北日报记者

郭 猛摄

▶近日，海港区杜庄
镇在全镇范围内推广集中
采买措施，村里的“代购
员”由村内党员和村干部
组成，代购的物品包括蔬
菜、水果、卫生纸等生活必
需品，最大限度减少村民
外出，保障群众的正常生
活。

河北日报通讯员
曹建雄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立
通讯员邢映川）2 月 6 日，由秦皇
岛市红十字会联系海外同胞捐赠
的 2.5 万个医用外科口罩于深圳
口岸进境，并已办理完成登记放
行手续，顺利提货。

自秦皇岛市首例病例确诊以
来，该市有关部门一直积极协调
调配防疫物资。秦皇岛市红十字
会联系到海外同胞捐赠了 2.5 万
个防疫口罩，用于一线医护人员

防疫使用，却不了解如何办理相
关进口环节手续。

得知消息后，秦皇岛海关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启绿色通道，
指派专人全程指导。积极联系相
关部门抓紧办理必要的报关资
料，做好免税进口的前期准备工
作。确定全程通关方案，关注跟
进货物通关情况，加强与口岸海
关的联系沟通，确保疫情防护物
资通关“零延时”。

秦皇岛海关

开启绿色通道让2.5万个
防疫口罩“零延时”通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