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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得战疫胜 赢得春风来
———谢家集区强化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王 娜

“受疫情影响，我们生活物资供应
存在困难。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区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及时协调沟通， 第一时
间帮助我们解决了上岗工人生活物资
供应问题， 为我们企业加快复工复产
提供了坚实保障。 ”近日，记者来到位
于谢家集区望峰岗镇的淮南市宏泰钢
铁有限责任公司走访， 公司负责同志
告诉记者：“在区镇党委、 政府指导帮
助下， 我们进一步落实了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实行严格的闭环管理，全力以
赴在最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理念， 谢家集区毫不松懈抓好疫情
防控和安全生产， 持续发力推动企业

全面复工复产， 积极帮助企业办理运
输重点生产生活物资及医疗物资车辆
通行证。 截至目前，共帮助企业办理货
物运输车辆通行证 1456 张，人员保障
车辆通行证 369 张， 为员工出具工作
证明 171 张。全区 63 家规上工业企业，
已复工复产 47 家。 ”采访中，谢家集区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向记者介绍：“在现
有区‘三保’工业企业管理工作专项组
的基础上,我们区又组建了区工业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专项组， 统筹协调推进
全区规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区
里严格落实工业企业属地管理和行业
管理责任，按照‘一域一策 ’、‘一企一
策’的要求，认真摸排梳理企业困难和
需求，注重企业服务和监测，建立干部
驻点规上工业企业制度， 每户规上工
业企业派驻了至少一名防疫指导员 ，
主动靠前服务， 指导企业开展疫情防

控，帮助企业协调解决企业员工到岗、
原材料供应、 物流运输等方面的突出
问题， 有针对性地打通堵点、 解决难
点， 有力保障了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稳
妥有序推进。 ”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在统筹常
态化疫情防控和精准稳妥推动企业复
工复产前提下，谢家集区还点面结合，
统筹兼顾， 围绕风险、 隐患等任务清
单，聚焦主责主业，分析研判近期安全
生产工作重点， 以网格监管模式进一
步压实行业责任， 坚决消除各类安全
隐患。 该区坚持“防风险，守底线”，聚
焦高风险领域， 组织有关部门深入企
业一线， 对辖区内坚守生产的企业和
逐步复工复产的企业开展消防安全 、
危险作业等问题隐患排查， 同步通过
电话、 线上会议等形式提醒企业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督促企业

加强全员线上培训， 利用远程监管和
视频巡查等方式对企业安全生产进行
线上指导和检查。

“我们将时刻紧绷疫情防控和安
全生产弦，强管理、防风险 ，坚决守牢
安全发展底线， 全力确保抗疫和复工
复产两不误。 ”采访中，谢家集区相关
负责同志告诉记者：“为扎实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 谢家集区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的基础上， 坚决守住复工复
产标准线， 督促企业积极配合相关部
门认真落实消杀防护、 动态监测等防
控措施， 并对规范企业内部管理提出
具体的防疫要求， 让企业切实承担起
防控和生产两大责任， 在企业内部做
好勤通风、勤消毒、规范佩戴个人防护
用品、 注意保持安全作业间隔等管理
措施，确保疫情防控下生产稳运行、项
目不停步、安全不松懈。 ”

一 线 有“你 ” 背 后 有“我 ”
本报通讯员 盛 静 本报记者 苏 强

“早饭吃了什么，和老师分享一下
好吗？ ”“昨天的知识点，还有哪些不明
白的，老师给你再讲解一下吧。 ”日前，
记者在谢家集区第一小学采访时看到，
六年级的赵子娟老师正在用视频连线
的方式了解学生们的家庭生活和学习
情况，她告诉记者：“我现在联系的几名
同学，他们的家长都是战斗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医生、护士和志愿者。 ”

“爸爸妈妈放心吧，你们要注意安
全，一定要把这场疫情‘阻击战’打赢。
我是大人了，会照顾好自己的。 ”六年
级学生张诺妍在作文 《我的家人在
“疫”线》中如是写道。

张诺妍的妈妈是一位医务工作

者，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爸爸是一名
城市管理执法人员， 每天也忙碌在疫
情防控的各项工作中。 看着繁忙工作
的爸爸妈妈， 懂事的张诺妍写到：“我
的爸爸妈妈正在抗疫第一战线上 ，很
担心惦记他们， 但我知道这是他们的
责任。 疫情当前，致敬工作在抗疫一线
的叔叔阿姨们，你们辛苦了！ ”

一线有“你”，背后有“我”。 记者在
采访中了解到，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谢一小积极开展线上“送温情 ”活动 ，
老师们当起了 “爱心爸妈 ”，通过心理
辅导帮助学生疏导情绪， 支援一线战
疫，解除“战疫”家长的后顾之忧。

“我们学校有近 40 名学生的家长
奔波在疫情防控一线，这些孩子的家长
是最勇敢的战士。我们在后方要做好孩
子们的守护者，让家长们更加勇敢地战
胜疫情。 ”谢一小负责人告诉记者：“根

据孩子们的学习时间安排，我们通过各
种方式加强与孩子的交流和沟通，定期
了解他们在家学习和生活情况，及时解
决孩子们的现实问题和困难。 ”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谢家集区
高度关心重视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的子
女学习和生活问题， 组织学校对战疫
人员的子女居家学习、生活自理、需求
困难等情况进行了摸底 ， 按照一对
一的要求， 专门制定了战疫人员子女
的学习生活指导计划，通过打电话、视
频连接、网络交流等方式，对学生开展
心理辅导，进行重难点教学，辅导学生
作业，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

“爸爸妈妈每天要工作到很晚才
能回来， 语文老师每天会帮助我修改
日记和作文， 数学老师帮助我讲解错
题和难题， 体育老师会教我怎样在家
锻炼身体，老师们的关心和照顾，让我

感觉到很温暖、很开心。 ”谢四小学生
蔡逸璇用视频的方式向老师表达了感
谢之情。

“有些难题，以前我会习惯地问爸
爸妈妈，现在他们奋战在抗疫一线，经
常不在家， 是老师通过微信为我讲解
难题， 今天老师又夸我的作业有进步
啦。 ”谢一中的孩子们与记者分享着他
们的喜悦之情。

“为了让奋战在一线的家长没有
后顾之忧，我们区教体局精心组织，安
排学校采取‘一对一’的方式 ，为孩子
们的学习保驾护航。 ”在西都绿洲社区
参加疫情防控的学生家长吴杰激动地
告诉记者说：“老师们做起了 ‘临时家
长’， 监督指导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分
享一些好的阅读材料给孩子， 我们家
长放心多了， 我觉得老师也是优秀的
抗疫战士。 ”

疫情防控严落实
复工复产稳推进

谢家集区强化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 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与工业经济发展， 第一时间组建区工
业企业复工复产专项工作组， 摸排梳理企业困难
和需求，有针对性地打通“堵点”，解决“难点”，稳
妥有序推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全力以赴把疫情
造成的损失抢回来。 图一、南澳地毯有限公司成品
地毯正在装车外运。 图二、泰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镀锌铁丝生产线上，工人正在卸丝操作。

本报通讯员 秦 龙 本报记者 苏 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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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时节种谷忙。 当前，气温回升，有利于越冬作物返青拔节和
春播作物播种出苗，正是春耕春播的关键时期。 ”日前，记者前往谢家
集区走访， 区农业农村水利部门负责同志向记者介绍说：“紧紧围绕
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目标，在强化疫情防控的同时，谢家集区坚持一
手抓农业生产，一手抓稳产保供，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小
麦赤霉病防治攻坚战，努力夺取夏粮丰收稳产。 ”

疫情防控不松劲,农业生产不误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前提下， 谢家集区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春季田间管理、 小麦赤霉病防治等农业技术
服务，强化小麦赤霉病科学防控宣传力度，印发赤霉病等小麦重大病
虫害防控明白纸，及时发布小麦赤霉病发生趋势及防治意见，并通过
广播、微信、短信等方式，引导群众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错时下
田、错峰作业，力求做到防疫春耕“两不误”。 经全区共同努力下，按照
“主动出击，见花打药、两次用药”的原则，该区突出绿色防控、总体防
治，大力开展统防统治，同时兼治穗期蚜虫、白粉病、锈病等病虫，截
至 4 月 27 日，全区小麦赤霉病防治已全部完成，累计防治面积 32 万
亩次，其中统防面积 19.2 万亩次。

“我们应台孜西红柿鲜嫩多汁，皮薄、肉红、沙瓤、汁浓，是远近闻
名的特色农产品。 ” 谢家集区望峰岗镇陶圩村种植户应治兆告诉记
者：“现在是我们村西红柿大量上市的时节，区里畅通‘绿色通道’，鼓
励支持合作社开启线上线下销售模式，采取线上平台订购，线下安排
专业车辆配送的方式，打通了疫情防控期间西红柿滞销‘堵点’，也打
开了我们特色农产品的销售新‘商机’，目前我们村的西红柿销售供
不应求。 ”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 针对疫情期间可能出现的农产品运输
不畅、管理不细等问题，区农业农村局及时对接协调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主动加强与交通运输、商促局、卫生健康等部门沟通协作，按要求
办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及时协调解决
因堵路、封路等原因导致的生产物资和产品运输受阻问题，畅通运输
环节，打通农产品销售、农资供应堵点，确保了蔬菜产得稳、销得出。
同时，为消除广大群众在特殊时期下的物资储备恐慌，谢家集区还针
对疫情期间可能出现的蔬菜、肉蛋等物资的滞销、供应紧张等问题，
全面摸排区域内农产品的供应情况，分析全区农产品供应形势，多措
并举，切实做好特殊时期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

抗击疫情肩并肩 守护平安显担当
———谢家集区政法干警一线战疫掠影

本报记者 苏 强 本报通讯员 许 坤
疫情如令， 全力抗击！ 面对严峻的疫

情形势， 谢家集区政法系统党员干部闻令
而动、 迎难而上， 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落实， 全力以赴筑牢疫情防控铜
墙铁壁， 为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大仗贡
献着政法力量， 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

“您好， 打扰您了， 我是谢家集区疫
情防控流调组的工作人员， 现在想了解一
下您近期去过哪些地方。” 这样的通话内
容， 在流调组工作人员李东杰的房间里不
知道重复了多少遍。 3 月 30 日， 在接到
流调工作人员紧缺的通知后， 谢家集区人
民法院干警李东杰就第一时间报名， 主动
要求加入流调工作小组， 承担起了对外联
络、 流调、 数据核实等工作任务。

“面对疫情， 作为一名党员， 要冲在
前面， 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谢家集区人
民检察院的胡多扬同志积极响应组织号
召， 主动参战， 义无反顾地奔赴市医学集
中隔离点日夜驻守， 从 “检察蓝” 变身
“抗疫白”。 白天， 他精心做好消毒消杀、
安全保卫、 物资配送等具体服务工作； 晚
上， 他加班加点整理上报各种信息台账，
制定下一步工作方案， 为第二天高效有序
开展工作做好准备。

“冲在前线的不仅有你们年轻人 ，
我们老同志在岗一日便要奋斗一天。 大
家都在出力， 我不能退后 。” 58 岁的老
干警许章强虽然刚刚经历过手术， 坐卧
行走还多有不便 ， 但他仍然主动请战 ，

深入基层派出所开展抗疫工作。 “疫情
不退， 我不退。” 在路口卡点执勤、 回答
群众咨询、 执行测温登记、 维持现场秩
序， 许章强做得认真仔细， 得到了群众
的一致点赞。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谢家集
区司法局平山司法所副所长杨雪迎难而
上， 主动申请前往发现阳性病例的金玉
新村管控区工作。 上岗第一天， 杨雪就
立即投入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工
作之中， 高温天气下穿上 “大白”， 汗水
滴到眼睛里也顾不得去擦， 只为更快完
成筛查工作。 金玉新村 22 号楼是阳性病
例居住的地方， 这栋楼的核酸检测任务
是压在每个工作人员心头的巨石， 杨雪
主动担当， 第一时间申请前往这个防疫
最前线 ， 挨家挨户上门进行核酸采样 。
杨雪说 ： “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太强了 ，
其实我也会害怕， 但我是一名司法干警，
我就应当冲锋在前。”

管控区内实行的是 “人不出区、 严
禁聚集” 的管理政策， 群众长期居家极
易造成情绪失稳。 作为一名国家三级心
理咨询师， 在管控区内工作的间隙， 杨
雪还时刻注意着区内居民的思想动态 ，
充分发挥专业特长， 采取多种方式积极
开展心理疏导， 帮助被不良情绪困扰的
人们走出阴霾， 让群众做到 “既防疫也
防抑”。 “心态好、 信心足， 这样我们才
能齐心协力战胜这场疫情。” 这是杨雪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疫情防控和城市管理两手抓两促进
本报讯 谢家集区城管局认真贯彻

落实区委区政府和市城管局安排部署 ，
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 ， 采取
更加严格 、细致 、务实的措施 ，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城市管理 ， 持续巩固来
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实现了 “两手抓 ”
“两促进”。

该区城管局将疫情防控与城市管理
工作有机融合， 根据区疫情防控工作安
排，强化疫情防控值班值守，合理安排人
员 24 小时坚守 6 处卡点，严防人员流动
风险。 结合疫情期间辖区实际情况，加大
再就业一条街 、下郢孜西路 、谢三村 、唐
山路步行街等骑路市场取缔力度， 强化
西城大市场、芳草园菜市场、新家园菜市
场、桂苑农贸市场等集贸市场周边管理，
加强主次干道、 封闭小区旁流动摊点及
违规开门营业等巡查， 严格管控城区游
园 、广场 、商圈等公共场所 ，防止人员扎
堆聚集，消除了疫情防控隐患。

为保障城市秩序有条不紊， 区城管
局紧密配合属地乡镇 、 街道压紧压实
“四方责任”，盯紧盯牢重点部位、重点场
所、重点人群和关键环节，严格落实社会
管控、应急处置等重点防控措施，形成群
防群控、联防联控的强大合力。 在强化行
业监管 ，以 “绣花 ”功夫抓城市管理的同
时， 该局督促相关企业严格按照规范分
类收集运输处置各类生活垃圾、 建筑垃
圾和餐厨垃圾， 坚决守好城市环境卫生
的 “最后一公里 ”，确保了城市管理各环
节稳定有序运转。 区城管局还把一线抗
疫和服务群众作为检验作风建设的阵
地 ，依托社区共建 、党员先锋岗等平台 ，
发挥城市管理志愿服务、宣传教育、便民
服务优势，扎实做好了辖区卡口值守、核
查登记、秩序维护、环境消杀、核酸检测、
防疫宣传等工作， 用实际行动打造为民
城管队伍。 （本报通讯员 张玉好

本报记者 苏 强）

人 间 有 爱 小 院 暖
———走访疫情防控下的谢家集区养老服务中心

本报通讯员 王 娜 本报记者 苏 强
“全垒打，可以吧。 ”“专业点，这叫

全中。 ”日前，记者来到谢家集区养老
服务中心走访时看到， 沐浴在春日暖
阳下， 几名带着口罩的老人正在服务
中心小院里“切磋”着球艺。

养老服务中心负责同志告诉记
者：“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 我们适时在院内组织开展一些文
体活动，通过适量运动锻炼，提高老人
们的体质，确保老人们的身心健康。 ”

“为了切断疫情散播途径，切实保
障在院老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从 3 月 13 日起 ，谢家集区全域养
老机构实行了封闭式管理。 ”养老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裴士龙向记者介绍：“我
们始终秉承 ‘敬天下老人， 扬中华美
德’的宗旨,根据每位老人的兴趣爱好，
制定了个性化的活动方案， 录制了相
关教学视频， 让老人们在封闭管理下
老有所乐。 我们还变着花样为老人们

烹饪饮食，热气腾腾的饺子，香喷喷的
蒸菜，家乡的味道让老人们衣食无忧。
现在养老院的大门虽然暂时对外关闭
了， 但对老人们的无微不至关怀我们
始终在坚守。 ”

想念家人怎么办？ 这是在院老人
最大的牵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
了有效疏导老人的情绪， 谢家集区各
养老服务机构借助网络视频通话等方
式， 协助在院老人与亲属通过视频报

平安 ， 为老人和家属架起一座沟通
“桥”，实现了“云”探望。 同时，各养老
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还每天会将在院老
人们的生活情况通过家属群实时发
送，给亲人道一声平安，为老人传递了
一份幸福安康。

“我很好，放心吧，你快去忙吧。”采
访中，居住在养老服务中心的张奶奶对
着手机屏幕连连摆手，催促做志愿者的
孙女快点投入到疫情防疫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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