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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就是胜利
新华社记者 姜伟超

疫情防控阻击战进入关键时刻。可以预
见，在未来一段时间，疫情防控战斗可能更加
激烈。能不能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精力集
中到切实有效的防控工作上，将对我们能不
能早日战胜这场严峻疫情产生重要影响。

此次疫情来势汹汹，全国几乎在一夜间
进入“战时状态”。无论是前方一线工作人员
还是在家隔离人员，精力和精神都承受着巨
大考验。大家都很清楚每天在发生着什么，
都在祈盼这场疫情快点过去。在这特殊时
刻，弦越是绷得紧，越应定得住。

没有跨不过去的磨难。这些年来，我们
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事实证明，
定力是战胜困难的一大法宝。春节以来，在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指挥下，全国形成一盘
棋，把握住了疫情防控主动权。立春时节，国
务院下发一号文件指导春耕。各地也陆续出
台具体举措，帮助企业渡难关恢复生产。每
一项措施都是一颗“定心丸”。

战斗越是胶着，越应保持冷静。此次疫
情暴露出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不
足，需要引起重视，但不能因为有缺憾就自乱
阵脚，更不能灰心丧气，甚至起哄添乱。

应当看到，随着抗击疫情进程的推进，各
地、各部门、各方面边发现问题边整改，工作
越来越高效、顺畅。并且疫情过后，从上到下
还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相信现在暴露出来
的伤疤，将来都会成为最坚实的地方。战斗
中不能因为鞋里的砂砾硌了脚，就忘了前方
的敌人。

定力最终表现在行动上，体现在落实
上。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各级各部门还应
进一步提高执行力，把防控阻击措施抓得严
而又严、实而又实、细而又细。疫情严重地区
应切实加强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加快提升收
治能力。大家做好自己的事、做好身边的事、
做好分内的事，保持积极不萎靡。防控的努
力多一点，我们就距离胜利的目标近一些。

邮储银行榆林分行

“输血”亿元资金
助力企业生产运营

本报通讯员艾彧喆报道 2月12日，邮储银行榆
林分行向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投放三年期
流贷1亿元，全力保障该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发展生
产经营。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邮储银行榆林分行严
格落实集团公司、总行、省分行及监管单位、市委市
政府相关要求，不断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及金融支持
力度。2月4日，在得知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有临时资金需求后，邮储银行榆林分行第一时
间对该公司进行走访，秉承“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
则，迅速安排相关资料整理、报送、跟进等相关工作，
邮储银行陕西分行迅速启动绿色信贷通道，第一时
间组织资料审核及审批工作，进而实现该笔贷款“又
快又惠”发放。

抗击疫情显担当，邮储银行榆林分行始终将疫情
防控及金融服务保障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加
大信贷支持力度，持续加强政银企对接，优先保障当
前疫情防控物资以及生活必备品生产等企业的用款
需求，确保资金迅速到位。适当下调贷款利率，着力
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制定
特殊时期授信方案和应急操作标准，开通绿色信贷
通道，切实提高业务办理效率，第一时间满足重点企
业刚性融资需求。

本报记者马蕊报道 为应对“三
返”人员回流高峰，进一步控制疫情
传播，市文化旅游局第一时间紧急部
署，分解任务清单；精准排摸，切实做
好“三返”人员排查统计工作；认真落
实“三个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
监管责任、单位主体责任），科学、规
范、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市文旅局要求局属各单位、机关
各科室、文化旅游企业认真做好“三
返”人员疫情防控工作，对落实责任

不严、不力、不到位造成疫情输入、传
播、扩散的，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市文旅局党组向23个局属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下达《疫情防控工作提
醒函》，强调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
单位疫情防控工作负有主体责任，是
第一责任人，要进一步把疫情防控工
作落实、落细、落严，坚决遏制疫情扩
散蔓延；要求局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就
本单位疫情防控工作向市文旅局作
出承诺，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做

好本单位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确保疫
情不输入、不传播、不扩散。

市文旅局还转发了文化和旅游
部办公厅《关于暂退部分旅游服务质
量保证金支持旅行社应对经营困难
的通知》，支持旅行社积极应对当前
经营困难，履行社会职责，进一步做
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向各县市区
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下发了《关于
做好返岗返工返学期间文化旅游类
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切

实做好文化旅游类企业“三返”人员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局属各单位、机
关各科室每天向局疫情防控办报送
返岗人员摸排和信息登记表，由局疫
情防控办每天确定专人汇总后按时
向市直工委报送。

据了解，目前，全市图书馆、博物
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活动场馆均保
持闭馆；网吧、KTV等文化市场经营
场所均保持暂停营业；旅行社、旅行
社分社、A级旅游景区均暂停运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吴堡县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
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
着初心和使命，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
线飘扬。

“请组织放心，我们一定为人民
守好疫情防控检查站点，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黄河桥头检查站点
临时党支部书记白建伟带领全体人
员集体宣誓。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吴堡县委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及
时成立9个临时党支部，其中8个党
支部就设立在与外省、外县接壤主
要路口的检查站点。每个检查站点
上，该县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卫健局、交通局、各乡镇政府抽调的
党员干部分为4个组，实行24小时
联合查控。他们分工明确，有的查验
身份，有的登记信息，有的测量体温，
有的劝导做好防护……无缝隙、全方
位地开展进出吴堡县车辆、人员的检
查工作，同时确保防控疫情与运输生
活所需物资的通道通行高效、顺畅。
截至目前，全县共排查车辆8905辆、
人员17445人，劝返车辆1707辆、人

员3531人。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吴堡县

还成立129支党员志愿服务队。这些

党员志愿服务队带头坚守岗位，带头
学习、宣传疫情防护科学知识，带头做
好信息报送工作，带头做好群众工作，

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图为几名党员干部在讨论防控

工作。 本报通讯员张永强摄

本报记者白潇报道 日前，随着
返岗、返工、返学高峰到来，清涧县从
细节处着手，精准开展“三返”人员疫
情防控工作，切实维护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清涧县要求，目前仍在湖北、广
东、浙江、河南、湖南等疫情较重地区，
以及有湖北旅行史、生活史、与当地人
接触史、密切接触确诊病例和疑似病
例，并仍在医学观察期的人员，不得返
回清涧。同时，将“三返”群体精准划
分，要求榆林境内“三返”人员经检测
无异常即可返岗返工，榆林境外“三

返”人员必须居家隔离留观14天后无
异常方可返岗返工；清涧县本地生产
和施工类企业，必须做到疫情防控专
班组建到位、防护物资储备到位、规范
留观场所准备到位、派驻企业监督人
员到位，并由县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同
意后开工，且返岗人员由相关企业采
取包车方式集中接返；已返岗返工单
位、企业，凡20人以上的会议必须经县
联防联控领导小组批准后召开，所有必
要会议参会人员须戴口罩、并保持1米
以上距离；各中小学和幼儿园按上级教
育主管部门要求确定开学时间，做好每

名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统计，每天按时
汇总上报县联防联控领导小组。

目前，清涧县政务服务大厅实行值
班制，除水、电、气等基本生活所需的业
务窗口之外，其余审批和便民服务窗口
暂不开放；只开放符合相关卫生防疫要
求的农贸市场、超市、加油站、药店等涉
及民生保供的经营场所，要求保持营业
区开窗通风，每天消毒不少于两次，所
有员工必须佩戴口罩，并安排专人测量
体温；出租车在满足“车消毒、不拼座、
戴口罩”的条件下，由县交通局负责，按
照“单双号”限行制度逐步恢复运营，公

交车和客运汽车暂不运营；所有居民小
区只留一个进出门，所有出入人员必须
佩戴口罩，并对公共区域、公用设备及
人员出入的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清扫和
消毒，小区以外人员不得进出；县域各
广场、车站等公共区域及人员出入重点
区域，必须设置“废弃口罩投放专用垃
圾桶”，并做到日投日清、分类收集、分
类处置。

与此同时，清涧县群策群力、群防
群控，引导大众共同参与“三返”人员
防疫排查工作，做到第一时间筛查、第
一时间管控。

清涧县做好“三返”人员疫情防控工作

细处着手 精准施策

他们用坚守筑起一道道防线
——吴堡县党员干部凝心聚力抗击疫情

本报通讯员 任建民

市文旅局精准摸排“三返”人员情况

落实“三个责任”做好疫情防控

“2月13日，受冷空气的
影响，今天北方多地的气温偏
低……”在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佳县佳州街道有一支由
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基层党
员组成的战“疫”队伍。他们
坚守在疫情防控各检查站点
一线，冒着严寒，认真肩负起
疫情防控职责，用实际行动为
疫情防控工作作贡献。

西峰则村党支部书记曹
峰每天要跑遍村里的各个角
落，干在前，冲在前，带领工
作人员逐户上门排查、登记、
测量体温、上报，确保做到不
漏一户、不漏一人。夜晚值
守检查站点的时候，气温往
往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虽
然看着他冻得直打哆嗦，但
曹峰始终“嘴硬”说自己不
冷，“我不冷，把大衣留给其
他同志。”他总是反复说。

屈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尚
少华将自己的私家车变成疫
情防控的宣传车。每天早上

8点，尚少华的“大喇叭”宣传
车就开始穿梭在村里的各个
巷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村民反复宣传讲解新冠肺炎
的防护知识。

“我忙去了，咱妈就交给
你照顾了，你自己也要多小
心。”农历大年初二，住在城
里的、高家畔村69岁的老党
员高宗海对妻子留下一句嘱
咐后，就一个人踏上了回村
的路。在疫情防控期间，高
宗海整天忙着在村里通过悬
挂宣传标语、贴通告、发传单
等方式普及疫情防控知识，
还帮助村民代买食品和生活
用品、为村组进行消毒……
为了严格控制本村人员外出
及外来人员车辆进村，他还
和同村的党员干部24小时轮
守在村口的疫情防控检查
点。“疫情来袭，我们每一名
共产党员都责无旁贷，一定
要把病毒防控住，确保广大
群众的安全。”高宗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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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秀岚在调研市内企业生产的普通
防护口罩投放情况时要求

统一调配 规范秩序
本报记者闫景报道 2月12日，副市长马秀岚到

榆林城区玉景园小区、航宇路社区等地调研市内企业
生产的普通防护口罩投放情况。

马秀岚指出，要坚持统一调配原则，根据各县市
区人口数量和道路入口总量，定额分配市内企业生
产的普通防护口罩。要规范市场投放秩序，口罩投
放优先满足基层一线排查人员需要，投放比例不得
超过总量的60%，流通企业或超市投放比例不得低
于总量的40%。

马秀岚强调，要合理选择投放网点进行定点销售，
引导群众理性购买，避免拥挤、哄抢。要加强质量价格
监管，严格落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口罩符合
相关安全标准。同时，销售网点要按照成本价平价供
应，严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

据了解，为有效解决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护口罩
短缺问题，最大限度满足老百姓需求，我市积极组织市
内服装企业生产加工普通防护口罩。相关企业生产的
首批17.1万个口罩已投放到全市各县市区。

本次疫情发生以来，神木市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迅速行动起来，用
责任与勇气争做抗“疫”先锋，守护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神木市公安局在337国道榆神交
界处等5个检查站点成立了5个临时
党支部，局属27个基层派出所、交警
中队、检查站点党支部均设立了党员
先锋岗。在社区、在村口、在乡镇，这
些党员干部勇挑重担，积极投身疫情
防控一线。

神木市大柳塔试验区第一时间成
立党员防疫巡逻队，巡逻队队员走街
串巷，开展防疫知识宣传、人员排查登
记等工作。同时，严格按照“网格化、
地毯式”要求，对各个防疫站点开展巡
查，与大柳塔试验区7个社区、14个
行政村的党员干部形成合力，织密防
控工作网，确保各项防控措施更扎实、

再加强。
为加强镇域疫情防控力量，神木

市高家堡镇组建了一支20余人的疫
情防控小分队；第一时间进村入户发
放疫情防控明白卡，利用发送微信、播
放广播、张贴海报、悬挂横幅等方式进
行巡回宣传，让群众意识到疫情防控
的重要性，同时掌握相关的防护知识；
对聚集聚会的人群及时进行劝散，对
走亲访友的村民全力劝返，形成群防
群控的良好氛围；在境内交通要道，科
学设卡排查，对出境车辆登记造册掌
握去向；协助环卫等部门清运垃圾，对
垃圾箱进行消毒杀菌，并在每个自然
村设置一个专用收集容器，用于收集
废弃口罩和手套等。

“我是党员，我带头。”面对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神木市广大基层党员干
部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初心使命。

神木市

党旗下汇聚战“疫”力量
本报通讯员 曹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