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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正
月初三，永川区板
桥镇机关干部和
村干部入户排查、
宣传、消毒等，坚
决在工作上做到
细而又细，以最快
速的反应机制应
对疫情。

通讯员 陈
仕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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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由
巫 山 县 卫 生 、公
安、动物监测等部
门组成的综合检
查组，在主要入口
处对进入人员和
车辆进行检查。

通 讯 员 王
忠虎 摄

开栏的话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我市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全面打好疫情防控工作主动仗、攻坚仗，让党旗在防控疫

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快读

➡1月26日，市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为助
力我市阻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重庆信息
通信业已累计向全市3678.8万移动电话用户和近期来
渝返渝的用户发送健康温馨提示短信1.5亿条。

（记者 黄光红）

重庆发送健康温馨提示短信1.5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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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1月24日，重庆市委组织部发
出通知，要求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部

署和市委要求，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
模范作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全面打好疫情防
控工作主动仗、攻坚仗。

通知要求，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充分认识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切

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缺位、做到位、有
作为。要立即行动起来，服从指挥、坚守岗位、沉
着应对，采取分片包干、服务引领等方式，带头做
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重点人员排查监测、交通
要道值守检查等工作。要统筹整合基层党建资

源，注重用好各领域各单位党建互联互动常态化
机制抓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要深入细致做
好宣传发动，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正确理解、积极
配合、科学参与疫情防控，打好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为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提供有力保证。

市委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

加强党建引领 全力防控疫情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廖雨寒

1月27日，大年初三上午，因
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影
响，街上的行人少之又少，大多数
人戴着口罩，眉头紧锁，行色匆
匆。

南岸区花园路街道金山路社
区办公室却很是热闹——9名工
作人员，除去两名孕妇之外，悉数
到岗，大家要么忙着打电话排查，
要么梳理着入户走访资料，要么
在给居委会办公室消毒。

“这个春节，真是不一般
啊。”见到重庆日报记者，社区党
委书记邓月笑着说，“你们没有
休息，我们也没有休息，大家都
高度戒备，只要能够远离病毒就
好。”

大年三十凌晨4点半，邓月
和丈夫一起开车前往海南文昌，
准备与父母、女儿共度春节。连
续奔波22个小时后，他们在大年
初一凌晨2点抵达了海南文昌。
但仅3个小时后，邓月就只身一
人动身前往海口美兰国际机场，
乘坐 10 点 15 分的飞机返回重
庆，迅速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
中。

“好不容易见到父母、女儿，
心里有一千个一万个不舍，但是
我是党员，在抗击疫情的非常时
期，我守土有责。”邓月告诉记者，
社区是城市管理的最小单元，对
群众情况最熟悉，当下特殊时期，

必须以工作为重。
金山路社区是一个老社区，

没有物业管理的楼栋就有17栋，
这些楼栋管理难度大，人口密度
高。同时，辖区内共有5325户、
15674人，其中老年人居多，流动
人员也有3000多人，这都给防疫
增添了难度。

邓月下飞机后，手上还拖着
行李箱，便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社
区办公室，安排走访、排查和宣
传工作，“我们每天安排一个人
巡查车辆，两个人留在办公室对
不在家的群众进行电话排查，剩
下的人全部入户走访。”邓月说，
两天来，金山路社区共排查了
300来户居民，其中两户来自湖
北。

“一户是1月23日从湖北襄
阳回来的，家里有4个人，楼栋长
说了这个信息后，我们赶忙上门，
发现其没有任何发热、咳嗽等症
状后，要求他们居家隔离14天。”
邓月介绍，另一户人是她发现鄂
A牌照的车辆后查出来的，车主
是一位在武汉工作的年轻人，1月
18日自驾回家过年，经查没有症
状后也被要求居家隔离。“目前他
们都很配合，我们要求他们不能
出门，米、面、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由社区工作人员代购后送到门
口。”

和记者交流完毕后，邓月
拿起当日需要走访的群众名
单，匆匆向金山路 203 号楼栋
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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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网
络上出现了一些谣言、怨言，究其原因，既有对
未知的恐惧，也有对一些应对疫情办法的不解。

从各地应对疫情的治理实践来看，政府部
门应对越是有力，当地群众就越有安全感；政府
部门应对越是无力，当地群众就越失望，轻则吐
槽声此起彼伏，重则出现谣言、粗暴应对。为
何？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干部无为，则群众
乱为；治理无力，则谣言发力。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发生
时，干部在干什么？疫情发生后，干部在哪里？
这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领导干部最需要
重视的问题。在这场不期而遇的防疫战中，群
众首先看的就是领导干部有没有坚守岗位，有
没有靠前指挥，有没有身先士卒。其次就是看
领导干部能不能顶得上，能不能扛得住；是关键
时刻显担当，还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是不以为
然，还是身临一线、靠前指挥；是勇于担当、主动
作为，还是机械地等命令、听安排；是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还是麻痹大意，坐失良机……这不
仅影响着民心向背，也决定着防疫成效。

这也说明，应对疫情，说一千道一万，不如
领导率先垂范。领导干部在岗、在位、在一线、
在状态，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士气、鼓舞人心，
增强群众战胜疫情的信心，有效统筹全社会的
力量，在防疫工作与疫情传播赛跑中赢得胜
利。因而，越是危急时刻，越是需要干部担当作
为;越是群情惶恐无措，越是需要主心骨坚毅有
为;越是防控任务急难险重，越是需要基层战斗
堡垒发挥出超常战斗力。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事关群众安
危。各地各部门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
要的工作来抓，切实做到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在疫情防控中检验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在保障群众生命健康的一线检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成效，在主动防控、
精准防控、科学防控中检验大城智管、细管、众
管的成果。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烈火试炼，方知
真金成色。在这次防疫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

“成色”如何，既看他怎么说，更看他怎么做。近
日来，湖南一卫生局局长因防控工作信息报送
不及时被停职，浙江一村党支部书记因违反疫
情防控工作纪律被免职，湖北多名基层干部因
脱岗、发布不实信息或防控不力被问责……之
所以每一次党员干部被追责，网友都一片叫好，
是因为群众对党员干部充满期待。这期待中饱
含信任，满是责任。

领导干部只有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岗位、靠
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临
难不怯、担责不误，迅速行动起来，做到疫情在
哪里、党员干部就在哪里，广泛动员群众、组织
群众、凝聚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坚决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在哪里
党员干部就要在哪里

□饶思锐

重报时论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雨 实 习
生 刘玉娇）1月27日上午，江津区召
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
目前，该区已按照全市统一要求启动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并全
面启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目前江津
区成立了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
组长，10名区领导任副组长，28个部门
负责人为成员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1个综合办公室和9个专项工
作组，建立工作会商、督办检查、信息

公开等制度，构建了分工明确、高效运
转的工作体系。目前，江津区各镇街、
部门领导干部和有关干部职工，全区
卫生健康系统全部干部职工已取消春
节休假，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

全力救治工作方面，该区财政已
安排第一批防控资金845万元，区中
心医院作为区级定点救治医院，设置
规范隔离病房15间。对全区医疗机
构人员、药品、器材等进行统一调配，
组织生产企业加班生产口罩等防控
物资。

江津 >>>
联防联控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本报记者 周雨
荣昌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魏霞

1月25日，大年初一下午，荣
昌区商委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全区
即日起暂停婚庆、祝寿、吊丧、团年
等大型宴会活动。

接到通知，峰高街道唐冲村党
支部书记王勇然长长地松了口气，
对村干部们说，“看来，我们提前沟
通做好临时取消喜宴的安排，是做
对了。”

1月23日，王勇然在得知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后，按
照上级要求组织了工作队，上门为
每户发放《致唐冲村村民倡议书》
宣传防控疫情相关知识，重点监测
湖北武汉返乡村民在家隔离情况，
并利用小喇叭，以最直接的方式，
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力度，同时暂时
关闭了辖区11家茶馆，减少村民
外出集聚。

但在走访中，王勇然得知村里
将有16户计划在春节期间举办喜
宴，这让他犯了难。

“初二那天，四社张光琪家要
办30桌的70岁寿宴。”

“三社村民杨成明初六那天要
给儿媳妇办15桌生日宴。”

“三社村民肖仁建初九要为外
孙办满月酒。”

……
王勇然说，与城市居民相比，

春节期间农村村民乡土情结浓厚，
过年保留了更多传统习俗，春节聚
会、婚宴、寿宴等走亲访友活动频

繁，加之防护意识相对薄弱，一旦
出现疫情，后果不堪设想。

“防控疫情，不能留有空白，农
村更不能成为短板，必须要想办法
劝退村民办酒。”考虑再三，王勇然
来到张光琪家，讲明了来意。

但张光琪哪里肯同意，自己为
这次70岁寿宴筹备了两个多月，
亲戚们早已通知好了，不办的话总
感觉礼数不周，而且自己采购了上
万元的“大菜”用于寿宴上，还向坝
坝宴厨师支付了定金……

见张光琪那里说不通，王勇然
又和厨师沟通，“举办宴席后万一
出现情况怎么办，做生意要看长
远。”王勇然的话打消了厨师继续
开宴的念头。

同时，王勇然又给张光琪的儿
子和儿媳做工作，并积极帮助他们
协调冷藏点，将鸡鸭暂时冷藏起
来，待疫情缓解后再补办寿宴。

1月24日，大年三十，在王勇
然的努力下，张光琪和厨师双方都
同意取消大年初二的寿宴。

不光张光琪一家，在工作队的
努力下，杨成明、肖仁建等16户都
主动取消了婚宴、满月宴。“大过年
的，街道机关干部和村（社区）干部
们舍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每天走
村入户提醒我们自觉居家、不聚
餐，外出戴口罩、勤洗手，我们一定
积极响应号召，不给社会添乱。”肖
仁建说。

“大形势下，不走亲戚不拜年
并非人情淡薄，而是对生命最大的
尊重。”杨成明说。

支线

空港线

春节期间

重庆轨道交通运营时间

重庆轨道集团供图本报讯 （首席记者 颜安 实习
生 廖雨寒）1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
在长寿区行政中心周边路段看到，工
作人员正加紧设置废弃口罩收集容
器，上面用红色清楚地标注着“废弃口
罩专用”。

据悉，该区已在居民小区、机关企
事业单位、车站、码头、广场等公共场所

和商圈等人口集中区，设置废弃口罩收
集容器800余个，鼓励市民将废弃口罩
消毒破损后投放到专用容器内。

此外，长寿将督促加强生活垃圾的
清运，做到日产日清，特别是加强废弃
口罩专用容器、垃圾收集站(点)、垃圾中
转站、公共场所及垃圾填埋场等消毒杀
菌工作，每天消毒杀菌不少于2次。

长寿 >>>
设置800余个废弃口罩收集容器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
报记者1月27日从巫溪县了解到，该县
已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
应，在全县交通要道设置了8个入境检
测点，截至1月27日凌晨0点，已排查
入境车辆1.25万辆次，开展入境人员体
温检测3.21万人次。据了解，巫溪县已
通过开展全面排查，对辖区内高危人群

及武汉返乡人员进行摸排。同时，该县
印发《暂停全县文体娱乐活动和聚会宴
席活动通告》，多个部门（单位）启动应
急响应，各乡镇（街道）加强对近期有武
汉工作史或居住史的重点人群监控，相
关部门在人员密集场所开展防控知识
宣传，对车站、农贸市场、酒店等重点场
所开展消杀工作，切实加强疫情管控。

巫溪 >>>
在全县交通要道设8个入境检测点

1月27日，丰
都县，市民购物井
然有序，超市内粮
油、肉类、各种蔬
菜等供应充足，价
格稳定。

通讯员 曾
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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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医药集团获悉，
1月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向重庆市配发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治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中推荐的
治疗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克力芝）共计 7200
片。目前，医药集团已根据国家卫健委要求，按最小
单位片定向定点定量配送到全市各相关的定点医疗
机构。 （记者 白麟）

国家卫生健康委分配药物
顺利配送至重庆定点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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