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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叮铃铃噎噎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刚熟睡的志
愿者遥 野许队长袁请你现在就立即通知你们第七小分队的志愿
者袁早上四点半前赶到值守的小区袁督促指导物业企业封锁
小区冶曰野施书记袁请你立即通知建筑工地防疫志愿服务队 20
个小分队的人员袁立即赶到各建筑工地督促停工袁并封锁工
地冶噎噎4 月 16 日凌晨两点多袁县住建局五楼灯火通明袁该
局防控指挥部人员在第一时间落实县委县政府防控最新要
求遥

接到命令袁该局由 98 名党员尧11 名入党积极分子尧70 多
名在岗职工组建的建筑工地防疫尧楼盘防疫尧小区防疫 3 个
志愿者服务大队袁32 个志愿小分队四点半都迅速赶到所值
守的小区尧工地尧楼盘袁做好相应工作袁早上 5 点这座有爱的
小城准时有序地按下了暂停键噎噎

37天的连续坚守
3 月 13 日袁正值该局开展党员冬训袁为所有党员野充电

加能冶的时候袁接到了该县加强疫情防控的通知袁该局 9 名预
备党员尧11 名入党积极分子冲在了抗疫一线遥 野我是一名预
备党员袁今年初参加了党员冬训学习提升了自己袁在疫情防
控面前袁我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志愿者遥 冶李婕自豪地说遥 在
他们的感召下袁不到一个小时袁由 81 名党员尧职工组成的小
区防疫志愿者服务大队袁10 个小分队成立起来袁并奔赴抗疫

一线遥 随即 20 个建筑工地防疫志愿者服务小分队袁2 个楼盘
防疫志愿者服务小分队也相继成立袁坚守在建筑工地和楼盘
现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遥37 天来袁近 200 名党员干部尧职工坚
守疫情防控一线遥

野虽然辛苦袁但是看到小区业主是安全的袁我切实感受到
了为民服务的价值所在浴 冶老党员许爱华一句朴实的话语道
出了住建人的担当和风采遥

4天的昼夜攻坚
野4 月 16 日凌晨两点多袁当我接到局里电话通知时袁立即

与 10 个队员电话联系袁 他们都是第一时间接我电话接收任
务遥 冶小区防疫志愿者服务队第七小分队队长许定广说遥
疫情就是命令袁防控就是责任遥 一个多小时时间袁近 200 名党
员干部尧 职工深夜就从全县的东西南北汇聚到 81 个物业小
区袁县城 38 个尧镇区 75 个建筑工地袁53 个楼盘做好物业小区
封控管理尧工地防疫等遥 面对业主尧建筑工人的不理解和吵
闹袁志愿者耐心地劝解和沟通袁4 天的昼夜攻坚袁织密了疫情
防控网袁彰显了住建人的无私和奉献遥
入党积极分子纪珊珊袁是物管办工作人员袁担任小区防疫工
作巡查员袁一个人巡查 16 个小区遥 她每天骑着电瓶车来回穿
梭在小区中袁发现问题袁立即与物业公司协调袁与督查人员协
调袁有时候还要与业主讲解政策遥 她说院野在这危急关键时刻袁

作为正在向党靠拢的积极分子袁我更应该冲在最前面浴 冶
无数的暖流涌入

物业小区尧建筑工地尧销售楼盘等地都是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点区域遥 住建人抱团同心抗疫袁让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增添了融融的温情袁汇聚了正能量遥

52 岁的单身妈妈胡为芹袁 一直坚守在小区抗疫一线袁早
上将上初三的女儿送到学校袁就到酩悦加州小区值守小区防
疫工作袁晚上十点离开小区刚好接女儿放学遥4 月 16 号袁女儿
在家开始上网课袁她就无法再到小区值守遥 当她的同事们听
说后袁60 岁的老党员陈金第一时间报名要求替换胡为芹值守
小区遥 而回家后的胡为芹没有闲着袁主动发信息申请院野参加
防疫工作的同志太辛苦袁我尽自己的最大能力袁烧点热菜给
他们送去遥 冶

小区防疫志愿者服务第一小分队值守的小区都在城东袁
而订盒饭的地址在城西遥 队长孙永强为了能让队里的志愿者
吃上热菜热饭袁第一时间去领盒饭袁然后 10 多个小区一个一
个小区送袁一圈下来要一个多小时袁再等他自己吃的时候袁饭
菜都凉了遥 孙永强说袁野许多老党员都兢兢业业坚守在抗疫一
线袁我这个小年轻有什么理由不服务好他们袁不好好做好防
疫工作呢钥 冶阵阵暖流的涌入袁激励着射阳住建人抗击疫情取
胜的信心和决心遥

同心抗疫 共守家园
要要要 县住建局众志成城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纪实

本报通讯员 李古成 陈昌贵

本报讯渊通讯员 薛丹枫 记者 杨向东冤野同志袁你怎么不戴口
罩钥请你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遥 冶4 月 19 日晚袁在位于合德镇条心社区
的双拥路上袁合德镇疫情防控管理巡查队叫停一位没戴口罩的男子遥

连日来袁合德镇持续对全镇疫情防控情况进行 24 小时巡查袁全力
以赴把疫情防控工作抓紧尧抓实尧抓细尧抓到位袁确保不留漏洞遥

该镇成立由城管尧市场监管局合德分局尧派出所尧医院等单位组成
的巡查小组袁兵分 33 路袁分赴全镇 33 个村居渊社区冤袁清查全镇范围内
所有的店铺尧田间大棚尧宾旅馆及公共场所车辆袁确认其中是否有人
员居住袁征询相关人员核酸检测情况袁并做好记录遥 在巡查中袁如发现
人员的核酸检测纪录超过 48 小时袁 由医务人员在现场按要求对其做
抗原检测遥

该镇对街道尧小区尧楼栋尧单元和各类店铺进行全覆盖巡查袁严厉
打击在疫情防控管理期间私自流动尧私自营业尧私自用车尧私自出行
等行为袁对违反管理要求的相关人员袁从严查处袁立案调查遥

野全域巡查是我镇筑牢疫情防控墙袁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举措遥 请广大市民群众积极配合我镇在全域封
控管理期间的相关工作遥 冶该镇主要负责人表示遥

合德镇

强化疫情期间全域管理巡查

本报讯渊通讯员 吴玲 顾剑 冯小雨冤野请党委尧政府放心 浴 我
是洋马镇耶青蓝相继尧薪火相传爷能力素质提升青干班扬帆启航组学员
孙瑄袁我正在参与的防疫工作岗位是在陈洋高速口监管货车噎噎我一
定不辱使命袁善始善终做好这项工作浴 冶这是洋马镇青年干部孙瑄通
过该镇菊乡公众号发出的野誓言冶遥

疫情就是命令袁抗疫就是战场遥 在这次疫情防控战斗中袁洋马镇
43 名 2022 年青年干部野青蓝相继尧薪火相传冶能力素质提升班学员袁
不忘初心袁主动请缨袁冲锋在抗疫前沿遥 青干班学员贾高敏是该镇港
中居委会一名村干部袁她作为村里的网格员袁每天需要对网格内人员
流动情况进行摸排袁掌握人员定位动态袁及时更新发布中高险地区的
信息曰同时袁与卫生室的工作人员一起对野11冶人员进行上门测温袁建立
台账袁做到户户登记尧人人不落空遥 该镇青干班学员尧社会事业局的李
前袁在镇防控办主要负责统筹协调全镇疫情防控工作袁及时辖区内与
疫情有关的政府信息袁做好数据核对袁安排涉疫人员至健康驿站入住
隔离袁储备与调拨防疫物资等工作袁她都认真细致尧一丝不苟遥 青干班
学员倪弘参与的是全镇物流调度的岗位袁需要每天检查货车司机的行
程码尧 健康码和 48 小时核酸证明袁 还负责检查全镇工业企业防疫工
作袁他都起早贪黑尧有条不紊地做好袁努力为全镇物流创造良好安全大
环境遥

在这场疫情防控战中袁该镇 43 名青年干部冲锋在疫情防控前沿遥
他们当中袁有的远离数百公里的父母袁有的正处在恋爱之中袁有的家有
襁褓之娃袁但他们舍小家尧顾大家袁没有一人离开岗位袁用实际行动在
抗疫前沿谱写奉献青春的华章遥

洋马镇

青年干部冲锋在防疫前沿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荣 侍艳华冤连日来袁在黄沙港镇陈洋高速口
疫情防控卡口查验点的抗疫战士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野渔家红帆党
员突击队冶袁他们发扬一往无前尧连续作战的作风袁为保障防疫物资及
时运送提供绿色通道袁 被大家誉为疫情防控卡口查验点上的 野突击
队冶遥

野在我们黄沙港镇境内设有县防疫物资储备库袁卡口查验点不但
要服务好镇区范围内企业原材料运输车辆袁还要保证从山东尧安徽尧浙
江等地调运过来的防护服尧口罩尧核酸采样管等一系列防疫物资袁必须
坚持 24 小时随到尧随接尧随送袁保障绿色通行遥 这既是一项政治任务袁
也是我们的光荣职责遥 冶 该镇卡口查验点尧野渔家红帆党员突击队冶队
长尧镇党委副书记孙开玉介绍说遥

共产党员唐志建袁在卡口点已经连续坚持战斗 30 多天袁他说在卡
口点的最大感受就是睡眠严重不足袁每天只能睡 3要4 个小时袁而且没
有规律袁只要车辆一到袁就要立即投入工作袁不管是白天黑夜袁还是刮风
下雨袁必须立即严格按照防控规定办理接送手续遥 同时袁他还协助安排
押运车辆的调度和查验点内勤工作遥 查验点工作人员吃饭都是从黄沙
港送到陈洋的袁来回几十公里袁不但不及时袁有时根本顾不上吃袁又要接
送车辆遥 大家只有一个信念院自己是共产党员袁越是艰苦越向前遥

沈德龙有 16 年军龄袁在部队入党袁刚转业到地方工作遥 在他身上
仍然保持着一种坚韧顽强尧刚毅果敢的军人作风遥 在陈洋高速口查验
点袁连续奋战一个多月袁经他接送的车辆有 100 多辆袁往返行程 4000
多公里遥 野我们接送车辆不分白天黑夜袁随到随接送遥 17 日晚上 12 钟
左右袁接到从扬州送核酸检测采样管的厢式货车要到黄沙港防疫物资
储备库袁我立即行动袁完成任务返回卡口点时已是凌晨 2:30 钟遥 冶沈德
龙对参加卡口点的抗疫战斗充满激情和必胜信念遥

黄沙港镇

“渔家红帆党员突击队”“疫”线竞风流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朱海波 王克成 陈旭东冤4
月 19 日袁 县交通运输局积极开展关爱货车司机活
动遥 在多方提供方便的基础上袁 向货车司机提供快
餐尧面包尧矿泉水尧方便面等爱心礼包遥

畅通绿色通道袁体现防疫温度遥 在 G15 沈海高
速出口处等防疫检查点袁 单设大货车司机防疫检查
专用车道袁进一步方便货车司机袁提高通行效率曰为
运输防疫物资和其他保障民生重点物资的货车开辟
绿色通道袁印发盐之无疫自助登记二维码尧货车查验
闭环管理流程尧小型汽车查验管理流程尧外省外市来
盐返盐人员查验和管理流程尧 上海方向货车查验流
程尧市外货车查验流程等袁让货车司机能完整了解整
个查验流程遥

成立志愿组织袁凝聚抗疫决心遥 以党员尧退伍军
人为骨干组建 50 人的野射阳县货车司机抗疫志愿者
突击队冶袁支援上海生活物资运输和保障本县区域内
物资供应运输曰倡议全县货车司机共同抗疫袁开展慰
问帮助慰问困难司机献爱心等系列公益活动遥

提供暖心服务袁展现人文关怀遥针对货车司机在
高速卡口滞留时间长袁导致生活用品短缺的困难袁志
愿者及时向货车司机群体送上生活物品尧 方便食品
等物资曰 针对货车司机无法及时全面获取疫情防控
政策等问题袁提供最新防疫政策尧进出城规定曰对因
疫情影响袁生活出现突发性尧临时性困难的物流从业
人员袁及时跟进袁开展帮扶救助工作遥

县交运局

关爱货车司机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龙成冤近日袁我县部分地区
相继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袁疫情防控工作异常严
峻复杂遥江苏有线射阳分公司主动响应县委县政府
的号召袁全力投身到疫情防控战中去遥

该公司在每个广电站抽调二至三名同志配合
各镇区设卡验码袁并向全体党员干部发出争当野疫
情防控志愿者冶倡议袁号召全体党员干部提升政治
站位袁提高政治觉悟袁野冲在第一线袁争当志愿者冶遥
省公司挂职该公司的副总经理王远定积极带头响
应袁他与公司公众部主任钟章洲尧兴桥广电站副站
长蒋加付 3 人一起到县城交通路社区袁请求参加志
愿者队伍袁帮助社区维持秩序尧查验采样码尧上门采
集核酸袁全天正常工作超过 10 个小时以上袁每天都
累得直不起腰来遥 临海广电站站长张爱东尧书记张
永亚尧副站长刘中慧尧退休党员尹海涛袁新坍广电站
副站长张煦尧党员王道庚等一大批党员干部也积极
投身到所在镇区的志愿者行列,铸就江苏有线野视
界先锋冶党建品牌遥

江苏有线射阳分公司

全力投身“疫”线

4 月 19 日上午袁记者来到位于射东居委会的
润洋壹品小区采访袁只见居民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袁
相互间隔两米袁正在进行核算检测采样工作遥据志
愿者介绍袁 他们是逐栋检测袁 位于小区南部和北
部袁有两个核酸监测点遥

志愿者分为几人一组袁 一人为前来进行核酸
检测的市民测量体温袁一人扫码检查袁另有志愿者
正在帮助老人打开采样码袁采集人员严肃认真尧规

范操作袁整个核酸采样现场秩序井然遥
野服从政府的安排居家隔离不到处乱跑袁每天

听从小区安排做核酸同时做好个人防护措施袁在
核酸检测过程中我们提前做好相关的二维码以及
证件袁积极配合工作人员袁不给工作人员添麻烦遥冶
市民夏夏对记者说道遥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袁 我县各部门单位积
极组织力量袁由各单位班子成员带队奔赴一线袁下
沉社区小区开展志愿服务遥

野我们 150 名志愿者奔赴 17 个点位袁配合做
好核酸检测工作遥冶县水利局二级主任科员江永高
说袁野通过大家辛勤劳动袁 各个小区各个点位的核
酸检测秩序非常有序袁大家高举旗帜尧不辱使命袁
充分发扬我们机关党员干部的自觉精神袁 尽心尽
力开展工作袁把核酸检测秩序维持好遥 冶

践行志愿服务 助力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仇珺

4 月中旬以来袁我县各条战线尧各个角落活
跃着这样一群人袁 他们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渊站冤为堡垒袁迅速集结尧积极作为袁尽己所能支
援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袁他们正在用野功成不必
在我袁 功成必定有我冶 的勇气唱响一曲志愿者
野赞歌冶遥 疫情背景下的志愿服务是时势发展的
需要尧动态清零的需要袁更是各条战线志愿者们
的责任担当遥

时势发展需要志愿者挺身而出遥 疫情就是
命令袁时间就是生命袁防控就是责任遥 县志愿服
务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要主动向全县广大志愿
者发出倡议袁 动员他们争当凝心聚力的 野宣传
员冶尧专业岗位的野辅助员冶尧民生服务的野关爱
员冶尧平安家园的野守护员冶遥 教育尧生态环境尧民
政尧退役军人事务尧团县委等单位要组织各自领
域志愿者积极响应尧深入一线袁投身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遥志愿者应闻令而动袁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阵地上尧在社区的办公室尧在志愿者的工作群
里尧 在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平台上袁 主动请求出
列袁参与疫情防控袁为守护鹤乡人民身体健康发
出自己的光和热遥

先锋引领需要志愿者冲锋在前遥 面对复杂
严峻的疫情形势袁作为党员志愿者袁在出现疫情
的危急时刻袁 有责任尧 有义务冲在防疫的第一
线袁率先垂范尧就地野转岗冶袁与人民群众并肩作
战袁全力遏制疫情扩散蔓延遥要积极帮助医护人
员做好标记间隔线尧疏导人群尧录入信息尧消毒

消杀尧清运垃圾等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袁用实际
行动发扬野特别能吃苦尧特别能战斗尧特别能奉
献冶的党员干部本色袁让党员志愿者们胸前的党
徽熠熠生辉尧闪闪发光遥

动态清零需要志愿者勠力同心遥 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渊所尧站冤要充分发挥服务阵地职能袁
广泛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化身志愿者积极投入战
斗袁切实打通服务群众野最后一公里冶袁向着动态
清零的目标阔步迈进遥 要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尧所尧站野三级贯通冶优势袁将报名的志
愿者就近充实到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袁增
强基层一线工作力量曰 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对志愿者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相关
培训袁 解决志愿者的后顾之忧遥 要通过组织互
联尧资源互通尧功能互补袁布起疫情防控这道线尧
织密疫情防控这张网袁 为全县广大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保驾护航遥

唱响志愿服务野同心曲冶
李文华

连日来袁全县上下在县委县政府统一指挥下袁共克时艰尧守望相助尧同心抗疫袁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役贡献力量遥

董素印 摄

本报讯渊记者 徐武星冤4 月 19 日下午袁我县在
县行政中心二楼西会议室设立分会场袁 组织收视全
市重大项目审批帮办代办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实况遥
县委常委尧常务副县长凌晓东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凌晓东在汇报我县重大项目审批帮办代办工作
时说袁近年来袁射阳全面构筑野便民利企冶新高地袁谱
写野放管服冶改革新篇章袁工程建设综窗改革创新举
措被央视报道袁 市民中心获评全国优秀政务服务大
厅尧全省最佳政务大厅遥 优化组织体系袁搭建全县项
目审批代办帮办工作专班袁在县尧镇两级分别成立项
目代办中心袁打造一支不少于 60 人的专兼职帮办代
办队伍袁出台配套制度袁形成县级统筹尧专员帮办尧县
镇联动的全方位帮办代办服务体系遥提升服务效能袁
实行野一窗受理冶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群众办事便利
度袁在常态推进野交房即发证冶野交地即发证冶野发证即
抵押冶 基础上强势推进符合条件的新增用地项目全
部实现野拿地即开工冶袁打造联合审批尧联合踏勘尧联
合验收尧联合测绘尧联合图审野五联冶服务袁实现工程
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材料精简 50%尧审批提速 60%遥
创新工作举措袁 在县镇两级政务服务大厅设置惠企
专窗袁创塑红色管家服务品牌袁推行信用承诺审批服
务袁大幅缩减项目准备周期遥 下一步袁射阳将认真落
实本次会议精神袁 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重
大项目帮办代办的决策部署袁 坚决完成审批时间再
压降 30%的目标要求袁 推进政务服务改革再上新台
阶袁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再上新高度袁为全面创塑一流
的投资服务环境贡献射阳力量遥

县收视全市重大项目审批帮办
代办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实况

本报讯渊通讯员 徐永刚 王栋 王克成冤面对
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袁连日来袁县三维交通集团
迅速部署袁 组成一支 400 人的志愿服务队投身到县
疫情防控指挥部指定的近 200 个点位进行服务保
障袁配合社区人员有序做好各项防控工作遥

该集团志愿者深入各个点位维持核酸检测的排
队秩序袁并手持喇叭提醒居民下楼做核酸检测袁让大
家出示苏康码尧行程码袁指导居民在野我的盐城冶APP
上注册登记形成采样码曰为不方便下楼的老人尧黄码
人员上门采样袁 收集医疗废弃物袁 送采样试管至医
院曰联系射阳杰达农机大疆旗舰店对 G15 陈洋收费
站进行无人机喷洒消毒袁 每天安排 2 架无人机在
G15 陈洋高速口对过往车辆拥堵情况及货车停放情
况进行拍摄尧直播袁并对 G15 沈海高速射阳全境消
毒杀菌尧护栏损坏等情况进行拍摄袁排出问题清单提
供给有关部门整改曰 派出 8 名同志为运输公司核酸
样本运送车尧垃圾转运车提供修理服务袁确保我县疫
情防控及环境卫生工作顺利开展曰抽调 15 人尧12 辆
车参加垃圾转运袁 克服因疫情防控需要道路封闭的
困难袁保证全县镇区垃圾的正常清运曰在此基础上袁
继续抽调 3 辆垃圾转运车袁配备 1 名调度员尧3 名驾
驶员袁全程服务管控区垃圾转运工作曰同时袁要求负
责河道保洁的工程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袁 每天对河
道进行常态化消毒保洁袁 给广大市民创造一个舒适
的人居环境遥

县三维交通集团

多措并举防疫抗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