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迈动态

澄迈新发展 2022年9月9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许世立 美编：张昕 检校：招志云 蔡法A15

■■■■■ ■■■■■ ■■■■■

■ 本报记者 高懿

9月8日，在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
区的海南通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
区内，大卡车在门口井然有序排队消
毒进厂。“这是前来拉饲料产品的车
队。”该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曾智贤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随着疫情防控进
入常态化管理后，运送车辆也在逐步
增多，每天都有到厂里来拉货的各地
车辆。

经过严格的消毒流程后，海南日
报记者走进该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
通过自动化设备，一袋袋饲料经过投
料、粉碎、搅拌、制粒、压缩、缝包等流

程后，由叉车统一搬运，再通过传送
带，搬运上车。

“为了保障畜禽‘不断粮’，疫情
期间，我们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闭环管理开展生产经营，饲料厂早
在 8月初就做好原料储备工作，以
确保随时来订单，随时可生产。”曾
智贤介绍，该公司在开发区管委会
的指导下，执行严格的生产标准，包
括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
配备口罩、测温仪、消毒液等设备，并
在入口处设立体温监测岗，建立员工
健康台账等。

在不远处，通威（海南）水产食品
有限公司的水产品加工厂区内，共有

6个车间，15条生产线全面开工，在
“一手打伞、一手干活”的基础上，产量
和销量正逐步回升。

“我公司的水产品主要销往国外，
经由秀英港转至洋浦统一出口，但8
月份，受疫情影响，产量仅及正常的七
成，预计9月开始，生产会逐渐全面恢
复。”通威（海南）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易刚辉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生产
情况的逐渐恢复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
力支持。

8月疫情期间，公司内有800多
名员工居住在员工宿舍，全部实行
闭环管理。老城经济开发区为厂区
安排医护人员，定时上门进行核酸

检测采样工作，切实保障厂区基本
生产生活。“生产不仅要保量，更要
保质，尤其对于水产品加工产业，
从打捞到运输都有严格的时间把
控。”易刚辉说，因此车辆运输方面
一定要又快又畅通。对此，老城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根据其公司需求，
及时办理运输通行证件，解决活鱼
运输问题。

同样进行水产品加工的海南中渔
水产有限公司是澄迈县另一家骨干企
业，拥有现代化鱼类、虾类、鱼糜类制
品等5条深加工生产线。

“8月疫情期间，驻厂员工300多
人，充分保障生产，现在我们根据订单

情况，即订即发，没有积压订单，也说
明在原料供应和运输上，政府保障得
很好。”海南中渔水产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防疫不停
工，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该公司统筹
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合理安排驻厂
员工的食宿、核酸检测等工作，有序开
展生产经营。

疫情当下，澄迈县树立“急企业之
所急、办企业之所需”的服务理念，靠
前谋划，多次开展园区内核酸筛查上
门服务等系列入企暖心工作，为水产
品加工企业生产提供健康保障，确保
工作人员安心驻企生产。

（本报金江9月8日电）

澄迈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水产品安全生产

订单无积压 产量稳回升

澄迈县人民检察院
开展“云帮教”工作

本报金江9月8日电（记者高懿 通讯员梅
艺馨）9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县人民检察
院获悉，受疫情影响，为打破线下帮教困难，及时
了解和掌握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思想动
态，帮助其顺利通过考察期，确保未成年人帮教工
作质量，澄迈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转变
工作方式方法，调整帮教措施，开启线上帮教+线
下办案相结合的办案模式。

办案检察官通过电话与帮教对象的父母谈心
谈话，督促家长在特殊时期尤其要尽职尽责做好
对子女的督促和教育，要多关注孩子的言谈举止、
起居行为、交友情况，发现异常及时纠偏，做到对
孩子的不良行为“早发现、早干预”，自身更要做到
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正确的榜样。鼓励家长改
善与孩子交流的方法，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让孩
子愿意与父母沟通。

下一步，该院将根据帮教对象具体情况调整
帮教计划、跟踪帮教效果、改进帮教方式等措施，
通过定期电话回访未成年人监护人、所在村（社
区）负责人等方式，坚持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跟踪
帮教，确保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考察帮教不间断，
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敬爱的党组织：‘我志愿加入中
国共产党！’这句话在我心中埋藏已
久。凡有危难险重任务，总有党员冲
锋在前。我要向这些榜样学习，加入
到一线工作队伍中，请党组织在疫情
防控工作中考验我。”9月5日，结束
近4个小时老城镇倘村上门核酸采
样工作的曾俞钧，郑重地写下了一份
不同寻常的《入党申请书》。

曾俞钧是瑞溪镇统计办工作人
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从8月10日
参与瑞溪镇山内村疫情防控，到9月
2日出发支援老城镇，他从未停歇，始
终坚守在“疫”线。从信息录入员到
核酸采集员，充满挑战的疫情防控任
务，让他迅速成长，勇担重任。

在支援老城镇的工作中，曾俞钧
负责上门给村民做核酸采样。为提
升工作效率，他主动与同样在山内村
有过抗疫经历的队员们沟通，将他们
的防疫经验与倘村的实际情况相结

合，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上门采样
工作方法，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可。

当谈起递交入党申请书的初衷
时，这个平常有些腼腆的小伙子开
始滔滔不绝：“在此次疫情中，我与
许多党员并肩作战，他们一心为民、
奋不顾身、直面困难的‘逆行者’姿
态让我十分敬佩，我渴望成为像他
们一样的人。”

以“我先上”带动更多人“跟我
上”的队伍中，不仅有设卡点昼夜值
勤的民警、走家串户宣传排查的基
层干部，也有医疗救治线上的医生
护士。一份入党申请书也是一份请
战书，让他们决心用党员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在抗疫一线接受组织
的考验。

截至目前，全县共有614名入党
积极分子、173名发展对象积极参与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在抗疫工作一线
共有157人递交入党申请书。

事实上，经过数日的突击冲锋
后，澄迈疫情防控形势已趋于稳
定。9月2日零时起，澄迈对全县高
中风险区域及老城镇外全部解除静
态管理；9月5日起，解除澄迈县老
城镇低风险区临时静态管理；9月8
日起，经澄迈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对
该县部分中风险区进行调整后，澄
迈县辖区内无中高风险区……其
中，离不开党员下沉基层一线所发
挥的作用。

在澄迈的疫情防控交界处、重
要监测点、重点战线相继组建临时
党支部，以“头雁”带领“群雁”飞，不
仅将党员集结在战“疫”一线，也让
小小的临时党支部在战“疫”一线有
大作为，更是把党组织的种子播撒
在战“疫”一线，为澄迈县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提供了强大的
组织保障。

（本报金江9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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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中午，澄迈县
老城镇永庆社区各物业小
区及党支部工作微信群里
发布消息：“各位党员同志，
现需要招募大量志愿者，请
各位踊跃报名，支持核酸检
测工作……”随即，60余名
党员在群内踊跃“接龙”报
名。直到当天晚上8时许，
还有刚刚下班的党员在群
里询问：“哪里还需要志愿
服务？”

澄迈坚持党建引领，
让党员下沉一线，并非突
然之举。

今年8月，澄迈县委组
织部着眼增强基层应急组
织动员能力，出台《关于动
员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下沉村（居、社区）
投身疫情防控一线的通
知》，要求广大党员到基层
报到，依托全县604个网格
和859个基层党组织，组织
万余名党员全面参与到抗
疫工作中，发挥“一专多能”
作用，进社区、下基层、亮身
份，既是服务员、也是宣传
员、又是劝导员、还是排查
员……推动防疫关口前移、
触角延伸、重心下沉。

2021 年 12 月 17 日，澄迈县文
儒镇工作人员邱美玲成为一名预备
党员。

2022年8月27日，澄迈县老城
镇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
月29日，邱美玲收到来自单位工作
群号召党员下沉到社区防疫一线参
与志愿服务的消息。

“我申请，我报到。”邱美玲义无
反顾走上一线。而这短短的6个字，
也成为十多天来，回荡在澄迈县各防
疫一线最嘹亮的一句口号。

连日来，邱美玲不停穿梭在老
城镇的不同核酸检测点。她配合
医护人员在老城镇美俗村参与核
酸检测信息录入工作，每天穿着防
护服连续工作4个多小时，共计采
集核酸680余人。从白天到黑夜，
只为筑牢老城镇疫情防控“防火
墙”出一份力。

老城镇需要8名核酸信息员深
入倘村进行信息采集工作。名单上
本没有邱美玲的名字，但她在得知有
一同事身体不适后，主动请缨：“换我

去吧。我愿意去最危险的地方。”
自8月27日，疫情来袭，澄迈老

城地区按下了“暂停键”。由于老城
地区人口众多，企业遍布，情况较为
复杂，加之社区人手紧张，使得社区
防控压力骤增。

澄迈县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党
员们陆续收到通知，倡议党员同志支
援老城镇疫情防控工作。万余名党
员闻讯集结，下沉社区，形成强有力
的基层防控力量。并且这支力量，每
天都在壮大。

党员的迅速集结与防疫志愿
工作的有序开展，离不开党组织的
作用。

“工作人员辛苦了。”近日，在一
个名为“老城农贸市场封控区服务”
的微信群里，住在封控区内的王女士
拍下一张照片，并发送至群内。

镜头中，老城镇老城农贸市场封
控区临时党支部的党员们，身穿防护
服，刚给居民送完午餐，正在收拾转
运居民的生活垃圾。

连日来，老城镇老城农贸市场封

控区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
员24小时待命，时刻为封控区内的
居民提供专业化医疗服务和人性化
生活服务，搭起服务隔离群众的“连
心桥”，用真情真心展现澄迈温度，成
为隔离人员信赖的“家人”。

“虽然是临时党支部，我们的党性
不临时、我们的责任不临时、我们的担
当作为更不临时。”老城镇老城农贸市
场封控区临时党支部书记林刚说，自
从疫情发生以来，大家已经20多天没

有回家，都坚持在抗疫第一线。
在疫情防控期间建立临时党支

部，目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凝聚合
力，打造一支关键时刻靠得住、豁得
出、顶得上、战得胜的先锋队伍。

“疫情防控在哪里、党的组织就
建在哪里、党员作用就发挥在哪
里。”澄迈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澄迈县疫情防控第一线已
累计建立临时党支部91个，设立党
员先锋岗916个，组建党员突击队
437支。

■
本
报
记
者

高
懿

通
讯
员

赵
一

闻令而动 | 万名党员奔赴一线

组织保障 | 临时党支部作用不临时

“疫”线入党 | 在抗疫中迅速成长

澄迈开展疫情防控
应急队伍储备人员培训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王俏娃）9月2日
至9日，澄迈县结合实际，以各镇、县直机关、企事
业单位所有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的工作人员（不
含医护人员、公安干警等）为培训对象，以轮训、分
批培训等方式，建立储备一支成规模的核酸采集
应急队伍，常态化时可做到单位、小区自采自送，
疫情突发时能随抽随用，切实解决医护人员短缺
问题。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培训79场次，培训
3902人。

澄迈县科学制定《澄迈县2022年疫情防控应
急队伍储备人员培训方案》，明确培训人员范围，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应训尽训，不漏一
人。培训内容聚焦口咽拭子采集、鼻咽拭子采集、
核酸采集信息录入以及核酸采集标本管理，同时
对规范穿、脱防护服，个人防护，以及感染控制等
内容进行重点培训。

此外，针对师资较为短缺问题，澄迈县联合多
方参与，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强化资源整
合，邀请援澄医疗团队和本地医疗师资授课讲学，
并针对轮训基数大任务重问题，坚持多头并进，明
确主体责任，实行分区分批同时段多场次培训。

澄迈提升监督质效
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王欣茹）近日，澄
迈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以专项监督为抓手，
督促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过渡期专项监督工作。

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监督。澄迈县纪委
监委紧扣乡村振兴大比拼活动指标项要求，深刻
查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在监测帮扶、财政
衔接资金、产业项目、政策落实等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列出问题清单并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主观
和客观根源，反思牵头统筹、任务执行、跟踪监管、
指导督促等职责落实中的薄弱环节，构建起以问
题开路“问责”到监督建议书“明责”，到约谈提醒

“督责”，再到跟踪监督“问效”的闭环“监督链条”。
此外，为充分发挥群众在基层监督中的作用，

今年6月，澄迈县纪委监委开通基层小微权力“监
督一点通”服务平台，运用“互联网+”模式，进一
步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广泛收集群众对村财务收
支明细以及乡村振兴集体产业效益等集体“三资”
管理、乡村振兴产业帮扶和发展建设项目、惠民资
金补贴等“小微权力”事项的意见，线上线下同向
发力，防止“暗箱操作”。

2022年以来，澄迈县纪委监委先后组织力量
深入12个镇（组）31个村和3个职能部门开展监
督检查，发现146个问题，督促解决问题134个。

澄迈消防线上指导
隔离酒店消防安全检查

本报讯（记者高懿 通讯员陈焕林）9月5日，
澄迈消防救援大队立足疫情防控工作现状主动作
为，坚持防疫、防火两手抓，在准确把握疫情防控
条件下消防安全监管服务的特点，制定隔离酒店
消防指导检查清单，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对全县
疫情定点隔离酒店进行线上消防监督检查及服务
指导工作。

消防监督执法人员通过线上方式，向全县
16家隔离酒店负责人了解当前疫情防控期间消
防安全工作落实情况，指导负责人现场测试消火
栓是否有水，人员能否熟练使用灭火器，疏散通
道是否畅通等情况，并就疫情期间消防安全工作
注意事项、如何开展火灾应急处置、如何开展人
员疏散逃生等知识，向酒店消防安全责任人、管
理人及员工进行了细致的讲解指导，反复叮嘱酒
店负责人，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加强火灾
隐患的自查自改，定期对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
训，尤其是在当前特殊时期，一定要提高警惕，
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人防、技防、物防”，加强消
防管理，增强防范意识。

复工复产

澄澄迈迈县县文文儒儒镇镇大大边边村村，，党党员员干干部部齐齐聚聚党党旗旗下下，，为为抗抗疫疫加加油油鼓鼓劲劲。。（（澄澄
迈迈县县委委

组组织织
部部供供

图图））

在抗疫一线，邱美玲（左）
在党旗下宣誓。

（澄迈县委组织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