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6日，全市第四轮核酸检测拉
开序幕。凌晨 5点钟，平原街道办事处
烟厂家属院功能型党支部书记李汉兴就
带领支部党员在维持核酸检测排队秩
序，他手拿小喇叭不停地高喊：“戴好口
罩，保持一米距离，不准扎堆聊天，不
准拥挤插队……”

眼下，在平原街道办事处12个核酸
检测点上，像李汉兴这样臂戴红袖箍、
手拿小喇叭志愿服务核酸检测的共产党
员有1116名，烟厂家属院核酸检测点的
场景只是一个缩影。

面对突如其来的局部疫情反弹，平
原街道办事处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
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坚持
把全员核酸检测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守
护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屏障，快速启
动、有序推进，共产党员走在前，68个
功能型党支部多功能开展服务，有序有
效推进全域核酸检测，把党旗牢牢插在
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

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和要
求，每一轮核酸检测都要按时完成，且
全域全员全覆盖。

平原街道办事处辖区面积大、常住
人口多，时间紧、任务重、组织难等诸
多难题考验着平原街道这个“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与病毒赛跑来不得丝毫懈怠，迎难
而上，全面启动。8月2日夜，全区动员
会议结束后，办事处第一时间召开誓师
大会，传达市、区疫情防控会议精神，
全域在零点全面启动核酸检测。当夜，
16名科级干部全部蹲点下沉一线，定人
定时定点定责，统筹调度、调配资源。机
关党员干部向“疫”而行、主动请缨，快
速组建综合协调、秩序维护、应急保障
和后勤保障四个工作组，快速构筑群防
群治的严密防线。

共产党员往前上！基层党组织往前
上！一声令下，68个功能型党支部和红

色物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率先行动，
积极投入到疫情防控主战场。16个社区
党支部书记带领“两委”干部、党员队
伍闻令而动，深入小区组织发动群众进
行核酸检测。1116 名社区党员挺身而
出，组建成“党员先锋队”，主动参与核
酸采样、信息登记、秩序维护、防疫宣
传等工作，共同推动全员核酸筛查有序
有力开展。各检测点挑灯夜战，披星戴
月，他们站在群众身边，陪同工作人员
彻夜未眠，胸前的党员徽章在深邃的夜
空显得格外明亮。

半个多月来，该办事处组织党员干
部在各类宣传栏、主次干道、沿街商
铺、居民小区等醒目位置张贴核酸检测
通知、检测点位分布图2000余张，方便

群众就近检测。针对不同群体、不同行
业，采取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充分发
动群众，提高群众知晓率，为提高检测
时效打牢基础。

有物业管理的小区，由街道物业办
公室统筹，发挥好红色物业作用，“红色
管家”深入小区开展“洗楼”行动宣传
防疫知识；无物业管理的小区，依托 68
个功能型党支部和红色物业，通过微信
群、小区“大喇叭”、流动“小喇叭”，
不间断推送全民核酸检测通知，1116名
功能型党支部成员、753名楼栋长把初
心写在行动上，采取不同方式和渠道，
组织群众参加检测。

同时，组织巾帼企业家协会、餐饮
协会、商贸协会等行业协会成员，深入
各个行业领域，以街道党工委的名义发
出了《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密切联系
教育系统，动员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

启动“小手拉大手助力全民核酸检测”
活动，广大师生积极响应，家长全力配
合，实现了一双“小手”拉动一个家庭
的目标。

合理设置监测点。为防止居民聚
集，提高检测效率，根据居民分布特
点，设置集中检测点11个，同时，随着
工作的快速推进，他们针对居民较多的
百乐居、罗马花园、西城花园、锦绣花
园等小区，成立 5个流动检测点，制定
各小区检测时间表，并告知居民等候采
样。每个检测点用警戒线划分出等候
区、测温区、采样区、后勤服务区，保
障检测流程有机衔接、有条不紊。

高效组织群众。实施信息化采集录
入，他们将每个检测点待检人员划分为
携带身份证和未携带身份证两个队列，
安排专人引导，提高核酸采集效率。与
医务工作者紧密配合，对未携带身份证
队列，将登记工作前置，由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提前做好登记工作，减少群众等
候时间，减轻医护人员登记负担。在地
面张贴 1米安全间隔标识，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主动引导，并注重疫情防护知识
宣传，保证采集人员排队规范有序。

开辟“绿色通道”。为了方便残疾
人、老年人及儿童等特殊群体检测，开
通了核酸检测“绿色通道”，成立“绿色
通道”服务专班，确保特殊人群随到随
测。同时，成立由医护人员、应急人员
组成的机动小组，配备车辆和检测物
资，对因身体原因不便到点检测的群
众，提供上门接送或上门检测服务。

加大专项投入。平原街道办事处在
财政吃紧的情况下，投入资金 30 多万
元，一部分购置检测硬件设施及相应防
疫物资，另一部分用于安排医护人员及
志愿者食宿。为确保24小时不间断检测
运行和应对风雨天气，办事处提前准备
发电机、照明灯、雨具雨伞等物品，有
力保障检测顺利进行。

平原街道办事处1116名党员干部奋战一线

凝聚疫情防控“红色力量”
本报记者 单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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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园新闻

快速响应，集结核酸检测“先锋队”

精心组织，驶入核酸检测“快车道”

无缝宣传，确保群众知晓“全覆盖”

共克时艰 抗击疫情

8月15日，党员志愿者走上抗疫一线全力服务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单保良 摄

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为全力做好本轮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减少
人口流动，降低病毒传播扩散的风险，连日来，
梁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基层所与辖区个私协会
组成联合检查小组，对辖区非生活必需品场所关
停情况开展全面排查。

联合检查小组根据《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措施的
通告（第 4号）》要求，对辖区商户逐户进行检
查，针对群众基本生活必需的米、面、油及药店
等经营门店，重点检查经营场所消毒记录、工作
人员佩戴口罩、进入顾客扫码、测量体温、“一退
两抗”药品下架封存等情况。对仍开门营业的非
基本生活必需品经营门店进行劝导，向经营者宣
传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号召大家以防控大
局为重，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打好本轮疫情
防控阻击战。

梁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不断加大监管力
度，随时随机对辖区经营户开展检查，确保经
营户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坚决守牢疫情防
控底线。

梁园区市管局

稳控疫情期间市场秩序

本报讯（晋 文）“广大居民朋友们 ，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为了你和家人的平安，请到京港绿地做核酸检
测。”8月 14日，前进街道办事处辖区内不时传来抗疫“小
喇叭”洪亮的声音。

全民核酸检测期间，前进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小区、楼
院、大街小巷经常听到录制的不同宣传语音。为确保核酸检
测宣传发动工作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前进街道办事处9个
社区按照街道党工委的统一安排部署，在积极做好各核酸检
测点现场各项检测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开展核酸检测宣传发
动工作。

为加大防控疫情的力度，前进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党员
志愿者、青年志愿者、社区志愿者和小区楼院长通力合作，
利用巡逻车、三轮车、电动车等工具，手持小喇叭、流动小
喇叭、移动音响等穿梭在小区楼院之间进行宣传，引导居民
尽快到就近检测点接受检测，让大小喇叭响起来，让核酸检
测应检尽检的要求“声”入人心。同时，该街道办事处各社
区在小区疫情防控健康卡点都设置小喇叭，及时播发疫情科
学防控知识、核酸检测等信息。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前进街道办事处通过
“小喇叭”传播等方式全覆盖式宣传，让居民科学认识疫情，
不漏一人、不漏一户、不留一个“死角”和“盲区”，确保辖
区居民应检尽检，为辖区居民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前进街道办事处

抗疫“小喇叭”发挥大作用

本报讯（刘 敏） 8月的梁园区炎阳似火，暑气熏蒸。
面对复杂严峻的抗疫形势，建设街道办事处一群身着“红马
甲”的志愿者忙碌在抗疫一线。他们是社区工作人员、机关
党员志愿者、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网格员……他们用实
际行动，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承诺。

做群众健康“守门人”。“叔叔阿姨，个人防护很重要，
出门一定记得戴口罩，平时要多洗手、勤通风”。在建设街
道各小区和城中村入口，类似这样的防疫知识宣传，志愿者
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看似平凡琐碎，却又十分必要。白天，
他们对过往车辆及人员进行记录、测温、深入村（社区）排
查手机用户定位的中高风险区返商人员……夜间，他们挑灯
巡逻、汇总排查结果、坚守卡点，甘当“最美守夜人”。他
们用实际行动动员着辖区每位居民参与到疫情防控中，不断
提高居民对疫情防控重要性的认识。

筑牢核酸检测“安全屏障”。建设街道办事处17个核酸
检测点位，34个检测通道，井然有序、高效运转。医护人
员、社区干部、志愿者 248人全力落实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一个个检测采集点，就是一个个自上而下、衔接有序的防疫
堡垒；一位位“天使白”“志愿红”，就是一名名冲锋陷阵、
骁勇善战的战士。他们 24小时坚守抗疫一线，全面筑牢疫
情防控“红色防线”，切实保护辖区居民群众生命安全。

建设街道办事处

抗疫一线流动“志愿红”

本报讯（胡玉峰 宋 超）近期，梁园区结合全区实
际，采取有效措施强力推进“百园增效”行动，力争实现
节地水平、产出效益“双提升”。

发挥规划引领作用。梁园区坚持做好规划提前
量，着力提升规划“龙头”和管控作用，明确产业集聚区
等园区规划为全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供技术支撑，做好指导服务，产
业集聚区管委会及相关单位主要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
亲自抓，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做到衔接一致，一步规划
到位，避免规划混乱矛盾。

严格土地利用管理。梁园区对产业集聚区等园区
基本情况、突出问题、利用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登记造册详细掌握各项目企业的亩均投资强度、亩均
税收、容积率、亩均产值、环境标准等指标，持续开展批

而未供和闲置低效用地专项整治，真正将存量盘活、以
存量换增量，激发增产增效。

及时导入监督监管。准确把握“百园增效”行动总
体要求，积极运用“周通报、月督查、季调度”等方式方
法加压推进，将“百园增效”行动与城区土地收储供应、
棚户区改造等工作有机融合，与相关单位年度目标综
合考评进行挂钩，健全完善相关督导考评机制，实时跟
踪问效，力争“拿地即开工”，切实提升用地效率。

跟踪服务确保实效。扎实开展便民服务、“放管
服”改革提升行动，深化“一次办好”制度，严格落实“一
窗受理”“一次性告知”，对项目企业实行“特派员”制
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规范优化各项工作办理流程，
大力推进职能深度融合。

据悉，全省产业集聚区“百园增效”的工作目标是，
到 2022 年年底，整备、盘活产业集聚区存量建设用地，
基本完成零散土地整治及历史遗留问题用地手续完善
工作，全面建立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和全生命周期
管理制度，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土地高效利用经验。

梁园区

多举措强力推进“百园增效”行动

本报讯（素 霞） 8月 16日，第四轮核酸检测正在进行
时，梁园区水池铺乡对辖区内 21个检测点正在有序组织群
众进行核酸检测。

定好名单，形成合力。各村组梳理汇总好人员名单，与
乡卫生院对接，多方努力，形成合力，确保全员核酸检测高
效有序进行。乡卫生院根据当天实际检测人数配备医务人员
数量，该乡还在每个检测点配备 10多名乡、村干部进行秩
序维护及突发事件的处置。乡党政领导班子对全员核酸检测
点包片负责、现场指导，全体乡干部下沉到一线，协助“两
委”干部做好人员登记、秩序维护、现场消杀、物资保障等
工作。

定好点位，提升效力。该乡各村成立工作专班，采集工
作以村为单位，核酸检测点安排在村室或相对开阔、通风良
好、便于人群疏导的户外场所，检测点设立扫码区、登记
区、候检区、采样区等区域，按时段、分批次依照测温、扫
码、信息登记、采集样本等流程完成采样工作，确保每名被
检人员信息不重复。

配备物资，做好保障。该乡为核酸检测点工作人员配备
充足的口罩、消毒液、矿泉水、风扇、遮阳伞、桌椅、防暑
药品等物资，严格落实一米线、警戒线、消毒消杀等防护措
施，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水池铺乡

确保全员核酸检测有序进行

8 月 16 日，白
云街道办事处机关
和社区全员上阵，
加强核酸检测现场
秩序管理，合理分
流、耐心引导，严
格落实佩戴口罩、
一米线、消毒消杀
等疫情防控措施，
切实做到全流程衔
接 合 理 、 有 序 高
效，加班加点夜以
继日确保高标准、
高质量按时完成核
酸检测任务。

陈宝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