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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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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5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陈创淼 通讯员 符志敏

“加油，再爬两层楼，今天的核酸检
测任务就顺利完成了。”8月15日上午，
身穿防护服、头戴隔离面罩的王齐富
陪同医务人员，在海口时代城小区挨家
挨户“扫楼”，给居民进行核酸采样。

王齐富是海口市秀英区长流镇
长流墟社区网格员。8月8日，受疫
情影响，海口秀英区永秀花园时代城
2期3栋被划为高风险区。为严格实
施管控工作，让居民足不出户可享受
各项服务，长流镇成立临时党支部，
组建志愿服务队，身为党员的王齐富
第一时间报了名。

因小区居民都被要求居家隔离，

入户进行核酸采样成为临时党支部
的重要工作。“我当了好几年的网格
员，对小区居民情况最熟悉，3栋就由
我来负责吧！”在分配任务时，王齐富
主动认领了传播风险最大的一栋楼。

13日是王齐富“扫楼”的第六
天。当天，他同一位医务人员组成
一队，到居民家里进行一人一管的
核酸采样。

“这户家里没人，不用敲”“这户
住着两个70多岁的老人，耳朵背，我
们敲门大点声”……王齐富对居民的
情况了如指掌。入户后，他先拿手机
扫描居民的健康码，核对好信息后，
随后从身上背的小箱子里拿出试剂
管和棉签递给医务人员，医务人员默
契地接过，顺利完成了采样。

在当好核酸信息录入员的同时，
王齐富还要监督小区的疫情防控工
作。每次入户前，他都要仔细查看居
民门上的封条是否完好无损。完成
采样后，再把封条贴上。当听到有居
民抱怨时，他则耐心劝解：“这里是高
风险区，要严格落实‘封条’管理，这
也是为你们的安全着想。居家隔离
期间，有任何需求，都可以联系我，我
的电话24小时接通。”有了这句承
诺，居民遇到困难时，第一个想到的
人就是王齐富。

居家隔离期间，小区居民只能线
上购买肉菜和日用品。每天完成核
酸采样后，王齐富又变身配送员，挨
家挨户送物资。有居民反映，他们采
购的海鲜、肉类等，需要冷藏以保持

口感新鲜。王齐富将情况反映给临
时党支部后，马上协调了一台冰箱放
到小区门口。

“我们每天采购的排骨、牛肉送
到我们手里时，都还是新鲜的。”3栋
居民陈阿姨夸赞道。每次王齐富配
送完物资后，还会细心地把家门口的
垃圾扔掉，“这小伙子，服务贴心哪。”
陈阿姨说。

居民中的病人、老年人和孕妇，
更是王齐富的重点关注对象。家住
3栋的曾女士因不久前进行过手术，
身上缝合的伤口还未拆线。8月8日
本该拆线了，但因小区封控无法去医
院。到了8月13日，再不拆线可能会
引起伤口发炎，曾女士只好向王齐富
求助。王齐富咨询了长流镇疫情防

控指挥部，了解到可以让医务人员上
门后，他立即联系了长流镇卫生院。
当天下午，王齐富和卫生院的医生两
人穿着防护服，来到曾女士家中，顺
利帮她拆掉了缝合线。

居家隔离期间，刘阿公的药物吃
完了。老人年纪大不会网购，无法线
上买药。王齐富得知后，让老人把药
品名称和包装盒拍照片发给了他。
委托同事到药店买到后，王齐富第一
时间送到了老人的家里。

核酸信息“采集员”、防疫一线
“监督员”、生活物资“配送员”——身
兼多职的网格员王齐富，穿着防护服
在时代城小区的楼栋里上下奔波，用
自己的坚守和汗水为居民筑牢防疫

“安全网”。（本报海口8月15日讯）

核酸信息“采集员”、防疫一线“监督员”、生活物资“配送员”……

身兼多职的“全能”网格员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邱曼文

“我是一名老党员，不管什么时
候，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必须冲锋在
前”，这是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以下
简称省五院）秀英门诊部主任韩秋月
报名党员突击队时说的话。

从医30多年、拥有20多年党龄
的韩秋月，在得知医院号召党员组
建突击队之时，即将退休的她立即
请战，并拒绝组织任何照顾。海南
本轮疫情形势严峻，同为医生也是
党员的女儿，决定到一线参加核酸

采集工作。作为行业前辈，韩秋月
表示支持，并叮嘱女儿一定要坚守
医者的职责，全力以赴做好抗疫工
作；作为一名母亲，她知道女儿体质
虚弱，却强忍着心疼和不舍，嘱咐女
儿照顾好自己。

8月 11日凌晨，韩秋月随省五
院核酸采集队出发前往海口市三
江镇进行核酸采集工作。工作时
韩秋月坚持第一个上场，在她看
来，年纪如同自己子女般大小的队
员们还是孩子，她打心里心疼这些
选择逆行的队员们，“他们做了这

么多天的核酸采集工作，太累了！
我能先上就先上，坚持久一些，他
们就能多歇会儿。”

烈日炎炎，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下，汗水很快浸透了韩秋月的衣裳，
但她依旧坚持，有条不紊地重复着手
上的动作。

在抗疫一线，除了韩秋月这样的
“母女组合”，还有“夫妻档”。

数不清这是邢惠诗第几次“出
征”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这3年
来，但凡有支援的任务，没有一次
她不举手报名，力求出征。邢惠诗

是省五院团委书记、客服部副主
任。本轮海南疫情爆发，医院号召
全院青年组建突击队支援海口核
酸采样工作之时，她毫不犹豫率先
报名，就像当年无畏无惧地报名去
援鄂一样。

而她的爱人李俊，是一名战斗
在一线的“疾控人”，一直奔波在各
个市县进行疫情防控工作。“我们
一个多月没有见面了……”邢惠诗
有些哽咽地说。夫妻两人双双奔
赴抗疫一线，无暇顾及家中那双年
幼的儿女，只能托付给年迈的爷爷

奶奶照顾。
15年护理工作经历，参加多次

抗疫工作，拥有着丰富防疫工作经验
的邢惠诗，在每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
核酸采集工作中，尽管已经极度疲
惫，却还是不忘关心队员：“累不累？
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我还可以坚持，
累就下来我换你。”

其实，这样平凡而感人的场景在
抗疫一线不断涌现。他们用实际行
动展现了党员担当，为构筑海南疫情
防控安全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

他们是守望相助的家人，也是冲锋在前的勇士

抗疫一线的“母女组合”“夫妻档”

海口退役军人为防控人员
送300多份“爱心餐”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刘操）
“疫情当前，作为退役老兵，我们有责任、有
义务为社会出一份力。防疫一线的工作
人员确实太辛苦了，顾不上喝口热水、吃
口热饭，我们要为他们做好后援。”8月15
日，海口市退役军人王弗吉将精心制作的
爱心餐送到琼山区红星村、滨江街道办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手中，以实际行动支持
社区防疫工作，传递社会温暖和正能量。

王弗吉是海口琼山区红旗镇人，是
一名45岁的退伍老兵。退伍后，他在海
口琼山区创业，开办特色餐饮店。

“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役军
人，多年经受党和部队的洗礼和教育，疫
情发生后，一直想发挥自己的能量，为社
会作一些贡献。”8月15日中午，王弗吉
和志愿者们带着176份热气腾腾的套
餐，来到红星村各个疫情防控点位，让防
疫人员吃上了热乎饭菜。下午，他们又
打包了185份套餐，送到滨江街道办各
个疫情防控点位的防疫人员和志愿者手
上。

本报海口8月15日讯（记者余
小艳 通讯员陈俞任）海南日报记者
8月14日从海口市纪委监委获悉，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海口市纪委监委
把疫情防控监督作为当前海口市作
风建设最紧要任务，成立督查组下沉
全市各区、镇（街）、社区开展疫情防
控督查工作，共发现问题1110个，及
时督促有关部门立行立改1014个。

8 月 10 日至 13 日，海口市纪
委监委领导班子分赴海口市各区
疫情防控指挥部，听取防控工作
汇报，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门、
重点环节，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坚

决扛起疫情防控政治责任、各职
能部门切实扛起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同时，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疫
情防控督查工作，实地检查核酸
筛查进度、医务人员配备、物资稳
价保供、风险排查管控等情况。

海口市纪委监委各督查组下沉
基层一线开展“嵌入式”监督，紧盯人
员管控不严、筛查对象遗漏、检测效
率不高等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突击
式、暗访式、走流程式监督检查，既精
准查找防控措施存在的短板、不足，
又坚决纠治疫情防控工作中出现的
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

截至目前，各督查组深入各村
（社区）、住宅小区、商超酒店等重点
场所共4407个督查点位开展监督
检查，共发现问题1110个。检查过
程中，对核酸采样送检不及时、餐饮
店存在堂食、采样点设置不合理、采
样人群防护不到位等问题，现场指
出、现场协调、现场整改，并及时督
促有关部门立行立改1014个，剩余
96个问题全部反馈并督促有关责
任部门抓紧整改，并提出工作建议、
监督建议77条。

针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难点、
堵点、痛点，海口市纪委监委建立

“每日一报”机制，将问题整改“回
头看”作为后续监督检查的重要
内容，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和主管
责任，推动发现问题持续整改到
位。对疫情防控中搞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和失职渎职等问题，优
先处置、快查快结、从严处理。

海口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继续督促各地区、各单
位不折不扣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工作
举措。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既要当好

“服务员”，又要当好“督战员”，精准
查找、纠治涉“疫”作风问题，为全力
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

海口市纪委监委“嵌入式”督查基层疫情防控
督促整改1014个问题

4个家庭婴幼儿用品告急
陵水民警连夜“组团”
采购母婴用品送货上门

本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冯谋瑞
黄恒）“你好，我们小区被封，孩子已经快
没有奶粉吃了，能否帮帮忙？”近日，陵水
光坡镇妙景村的董先生打电话向光坡海
岸派出所求助。董先生的儿子只有8个
月大，除了奶粉，还急需婴儿尿不湿、湿
巾等婴儿用品。当天，光坡海岸派出所
连续接到辖区4名群众打来求助购买婴
儿奶粉及其他婴儿用品的电话。

为了确保辖区婴幼儿的正常生活，
光坡海岸派出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
案，考虑到此次婴幼儿用品短缺涉及群
众较多，需求量也较大，该所教导员王春
茂立即将情况报告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
门。同时，第一时间组织派出所警力成
立“物资输送小队”，展开帮扶工作。

由于疫情防控，辖区内的母婴店都
处于停业状态。为了确保母婴用品能顺
利采购，王春茂立即联系相关母婴店工
作人员，并叮嘱母婴店工作人员提前备
好货。10分钟后，光坡海岸派出所“物资
输送小队”赶到母婴店。在核查确认物资
采购无误后，“物资输送小队”兵分三组，
顺利将奶粉、婴儿用品等送到群众手里。

把好每一道关卡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我省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严把疫情防控入口关，筑牢交通防疫“第一线”。
⬆ 8月15日，海口市龙昆南路的一处防疫通行查验点，海口市公安局党员先锋

队的民警和民间应急队的队员仔细对车乘人员进行涉疫信息的核查，确保车辆人员
安全通行。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8月14日，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在定安龙湖镇通往G98高速路口执勤。
文/图 本报记者 张茂 实习生 吴渝

东方八所镇福民社区加强社区管控

限制人员流动
做好居民服务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方宇杰

8月14日15时，在东方市八所镇东方大道四
横街华府卡口，来自东方市发改委的4名工作人
员，正在检查进出人员的有关证件。

东方大道四横街是通往福民社区的一条主要
道路。福民社区是东方主城区最大的社区，共分
为9个片区，在此轮疫情中，有大部分区域划为高
风险地区。在福民社区居委会人手严重不足的情
况下，东方采取网格化管理，派出10多家单位工
作人员下沉到该社区9个片区，和社区居委会工
作人员一起加强社区管控。

“我们这班今天从中午12时值守到下午6
时。”东方市发改委工作人员蒋小静介绍，该委
主要负责福民社区第 5片区里所有卡口的值
守，并实行24小时4班倒，严格限制人员流动，

“全单位人员都出动了，除了值守，每天还要负
责通知居民做核酸采样、维持片区核酸采样点
秩序、充当信息采集员协助医护人员开展核酸
采样等工作。”

“正等着医护人员，准备一会带他们入户给次
密接者、行动不便的人员做核酸采样。”当天，在
福民社区居委会办公室，该社区党支部书记陈诗
科对海南日报记者说。这几天他不是在办公室接
打电话、统筹协调，就是在核酸采样点现场，“这些
天每天基本只睡2小时，我的同事们也差不多。”
陈诗科说。

这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得知有紧急会议，
他匆忙与办公室工作人员秦青艳交代了几句，起
身朝门外走去。

秦青艳正在电脑前更新社区次密接者及行动
不便人员排查表，“数据每天都有变化，这些信息
就是给医护人员上门开展核酸采样提供的。”她
说。秦青艳是福民社区居委会一名信息员。疫情
期间，她还是一名服务联络员。

“您好，我的妻子需要做定期产检，出不去，怎
么办呀？”一名男子急促的声音从秦青艳手机里传
来。“您别着急，您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
里？”“一会您加我微信，把您妻子身份信息发过
来，我给您开通行证明。”秦青艳对那名男子说。
这些天，她已为多位居民开具了用于就医的通行
证明。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她的个人手机号已
向居民公开。

在秦青艳忙着添加微信、开具证明时，她的手
机铃声还在不停地响。“我父亲已经做了核酸，怎
么健康码还是黄码”“医护人员什么时候上门做核
酸采样”……面对居民一个又一个问题，秦青艳耐
心地一一解答。自8月7日起，她就没回过家，吃
住全在居委会办公室里。

东方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陈华强表
示，该市在社区管控上，采取网格化管理，通过
网格设卡管理，减少人员流动。同时提倡线上
购物，提供配送服务、外卖服务，保障社区居民
正常生活。

（本报八所8月15日电）

五指山市12345热线平台：

当好防疫“总客服”
架起防控“连心桥”
■ 本报记者 谢凯 通讯员 周玉

“好的，您的诉求我们现在反馈给相关部门，
届时相关部门将给您回复。”……8月15日，在
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五指山市分平台，话务
热线不断打来，话务员们十分繁忙。

从8月1日至8月15日，五指山市12345热
线话务剧增，共受理涉疫诉求超4000件。面对涉
疫诉求，五指山市12345热线平台管理部门加强
人员保障和部门联动，及时更新链接疫情防控政
策，畅通政府和群众沟通渠道，当好防疫“总客
服”，架起疫情防控“连心桥”。

海南日报记者在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五
指山市分平台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有序接听市民
群众打进的热线电话，并仔细记录群众诉求。记
者了解到，疫情期间，12345热线话务量部分时段
超过日常话务量的5倍，主管部门及时抽派力量，
增加话务员人数，及时解决群众诉求。

“目前我们增加了2个话务座席，平台已经
有6个话务座席，能满足我市的话务需求。”五
指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国军介绍，五指
山市政务服务中心协调了卫健委、旅文、公安、
应急等部门组成了工作专班，专门处理疫情期
间的12345热线工单，及时记录和联系有诉求
的群众，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问题，帮助解决实
际困难。

12345热线作为政府疫情防控“总热线”，及
时更新和了解疫情防控新政策和新要求，对快速
反应和及时处置来电需求很关键。

王国军介绍，疫情期间，平台组织话务人员在
空余时间第一时间学习了解各项防疫政策，做到

“新发布、马上学、立即用”，及时更新高频问答内
容及相关疫情防控政策，按照“以快制快”的要求，
做到直达直通、快处快办、快督快查，要求各承办
单位主动上前、勇于担当，推动群众诉求高效高质
落实落地。

此外，五指山市12345热线平台大力推动“即
接即办、日清日结”工作，全力保障涉疫诉求及时
得到办理和回应。据统计，8月1日至今，五指山
市12345热线接件3951件，形成工单3749件，办
结3665件，办结率97.76%。

（本报五指山8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