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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2月28日，通过视频连
线，一场简朴而庄重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办公大楼举行。屏幕的另一
头，正在武汉抗疫一线的重庆日报记者谢智
强高举右手，面对党旗许下庄严的入党誓言。

谢智强是一名“90后”年轻记者，自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战斗在一线。“我是
一名永远在路上的新闻人，希望能够加入中
国共产党。”面对疫情，谢智强用镜头记录这
场全民战“疫”的斗争，见证了无数“逆行者”
无惧危险、冲锋在前的崇高精神。2月11日，
谢智强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达了
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镜头在前，危险在前，我亦在前。”这是

谢智强的职业格言，他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
诺言。从除夕到元宵，他连续工作16天，在
一线用新闻报道的方式参加战“疫”。随后，
他主动请战到湖北，并于2月13日跟随重庆
医疗队抵达武汉。2月22日，谢智强穿上隔
离服实地探访武汉的方舱医院，成为重庆日
报首位进入方舱医院采访的记者，用镜头记
录下许多感人的故事。他先后拍摄了《抗

“疫”一线的重逢》《雪中来医》《全副武装打探

方舱医院》等作品，在重庆日报全媒体平台访
问点击量达140多万。

2月21日，重庆日报文体卫教新闻中心
摄影部党支部通过视频会议和微信群会议等
形式，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对谢智强的入
党申请进行了充分讨论、表态，通过远程投票
方式表决，全票通过。2月24日，经重庆日报
党委慎重研究，批准谢智强加入党组织。

“我一定不负组织信任，牢记责任担当，

做好本职工作，发挥先锋作用。”入党宣誓仪
式结束后，谢智强这样说道。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党委多次研究部署，并认真做好
在一线发现、考验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党员
工作。截至2月27日，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各
级党组织共收到抗疫一线人员递交的入党申
请书12份，其中11人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1人确定为重点发展对象。

“我一定不负组织信任，牢记责任担当”
重庆日报记者谢智强武汉抗疫一线入党

□重报集团武汉报道组记者 李星婷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2月
27日晚，在武汉市开发区（汉南区）沌口方舱
医院G病区，数十名病友集合在一起，唱起了
《大中国》《祝你平安》等歌曲。

“28日有7名病友会出舱，我们为他们送
上祝福，同时对重庆医疗队表达感谢。”参与
合唱的病友刘琴（化名）动情地说。

由市妇幼保健院、合川区人民医院等12
家单位医护人员组成的重庆市第九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共102名队员，负责沌口方舱医院
3个病区的213个床位。

自2月17日晚进入方舱医院，重庆医疗
队负责的病区已出院72人。其中，建病区临
时党支部让病友自治管理，是重庆医疗队的
特色方法之一。

因人施治
分组负责全方位摸排病人情况

来自一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刘青（化名）
也是此次出舱的患者之一。

这段时间，他在医护人员的防护服上，画
上可爱的“热干面”“樱花”等图案，温暖了整
个方舱医院。

“谢谢你们！我可以回去照顾爷爷了！”
家住金银潭的刘青2月18日进入方舱医院。

“刚来时非常焦虑。因为担心和我相依为命
的爷爷被传染，怕他身边没人照顾。”

“200多号病人，情况各不相同。”医疗队
队长、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大学附属中
心医院副院长郭进军坦言，医疗队负责三个
病区共213张床位，是该处5省（市）医疗队中
负责病区最大的。只有把所有病人的职业、
年龄、病情等情况弄清楚，才能为后续的治
疗、心理援助等提供基础。

医疗队迅速理清工作思路，采取小组负
责制，将所有医护人员分组，每个医护小组负
责8-12张病床。“针对每位患者不同的情况，
因人施治。”医疗组长邓亮告诉记者，比如像
刘青这样情况特殊或病情严重的患者优先安
排筛查，“这样可以更精准地治疗，让需要转

院的患者尽快转院；符合方舱出院标准的，我
们经三级诊断后出院。”

自治管理
成立病区临时党支部

鲜红的党徽和“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在
雪白的防护服上格外醒目。在重庆医疗队负
责的病区里，经常会看见这样鼓舞人心的一
幕。

这是医疗队员冷雪在党员队员的防护服
上绘制的。“党员就是要亮明身份，冲锋在
前。”党员队员陈利娟说。

医疗队共有29名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
部。不仅如此，病区里也有临时党支部。护
理组组长阙秋红对病员的身份进行了摸底，
共有23名党员。

“病友自治管理，难事党员先上！”为充分
发挥党员的积极性管理病区，阙秋红牵头组
建起病区临时党支部，她任支部书记。组织、

宣传、生活委员们各司其职，病友党员充分发
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帮助医护人员很好
地管护病区。

记者了解到，病区临时党支部的成员有
的来自学校，有的来自社区。在阙秋红的带
领下，支部开展了几次合唱活动，为病友或医
护人员庆祝生日；自主监督管理病区的清洁
卫生等，还带动了不少志愿者参与病区的水
电维修和生活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没有一个退缩
队员们大多是“80、90后”独生子女

方舱医院里设有“战地广播”，医疗队已
收到病友们口头表扬23次，感谢信近10封。

“他们很无私，不仅照顾我们的病痛，还
给予我们心理上的帮助。”

“医护人员第一次进病区时，他们每个
人的防护服上写着‘山城、江城是一家’‘儿
子，爸爸一定会平安回来！’等卡通的图画或

语言，一看就很亲热。”H区的患者潘凯（化
名）说，虽然看不到这些医护人员的模样，但
从这些语言和图画可以感受到他们是一群
年轻人。

让病友们都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是：G区
有一位患者，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在家没人
照顾，她非常焦虑。

得知这一情况后，医疗队护士邱国洪立
即拿了红枣、牛奶、面包等物品，委托志愿者
将东西放在患者小区物管处，并拍了视频给
这位患者，让她宽心。

“医者仁心。”刘琴告诉记者，有一天深夜
自己去打热水，医护人员说，你快去睡觉，我
打了给你送过来，“医疗队队员的医德让我们
体会到人间大爱。”

“队员们大多是‘80、90后’的独生子女，
都是第一次在方舱医院工作。但他们都非常
勇敢，没有一点退缩。”郭进军说，目前医疗队
已收到队员的入党申请书60份。

“热干面欢迎重庆小姐姐”
——重庆市第九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在沌口方舱医院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3月1日上午，48岁的刘
女士自万州区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百安分院隔离病区缓缓
走出，她是该院治愈出院的第200例新冠肺炎确诊患
者。当天还有3名患者也治愈出院，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累计治愈出院的患者人数已突破200人，达到203人。

“心里有太多的感谢要说。”刚走出隔离病区的刘女
士，就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只见她庄重立身后隔
空做了一个拥抱的姿势。“感谢党和政府，感谢社会的关
心关爱，尤其要感谢医护人员。”刘女士流着泪表示，很想
一个个地拥抱医护人员，但因后续还要集中医学观察，只
能隔空送给她们拥抱以示谢意，希望疫情结束后能够补
上所有的谢意。

刘女士来自巫溪县，1月31日被诊断为确诊病例，
随即转入重庆三峡中心医院诊治。近一个月来，她在医
院得到了精心救治，病情逐步好转，已连续三次咽拭子核
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血象、肺功能各项指标均正常。“在里
面只要想吃东西，不管多晚医护人员都随叫随应，甚至心
情憋坏了都有人关心，让我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病魔，加
油！”她说。

当日出院的4名患者包括3位女性、1位男性，其中
万州2人，石柱和巫溪各1人。出院后，他们随即被送往
万州区教师进修学院，进行14天的集中医学观察。期满
后如未再发现异常，才可与家人团聚。

截至3月1日12时，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共收治新冠
肺炎患者248名，累计治愈出院203名，当日在院患者已
降至40余人。目前，该医院各病区运行有序，在院新冠
肺炎患者中以轻症居多，重症、危重症患者人数均降至个
位数。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治愈出院突破200例

本报讯 （记者 李珩）3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卫生健康委获悉，重庆又有16例确诊患者治愈出院。目
前，全市共有438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在16例治愈患者中，万州区3例、江北区2例、巴南
区1例、合川区3例、潼南区2例、垫江县2例、奉节县1
例、巫山县1例、万盛经开区1例。

以上16名患者，经定点医院和医护人员精心诊治和
护理，专家组评估，认为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的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已全部出院。

又有16例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全市累计已有
438名患者出院

3月1日，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又有4名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治愈出院。 记者 龙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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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应急 应您所急

区 县 动 态

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 严防安全生产次生事故
近日，市应急局召开局党组扩大会

议。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保持清
醒头脑，强化责任担当，精准稳妥推进煤

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等复
工复产，狠抓各项工作落实，毫不松懈，抓
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自然灾害防治工
作，严防安全生产次生事故。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彻

底战胜疫情的责任感使命感，以更加坚强
的意志、更加严密的措施、更加有力的行
动，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应急部和市委、市
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统筹做好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一是要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地投身到
当前“防疫情、抓安全”工作中，确保各项任
务目标实现。二是把“面上统筹、点上驻
守”、“一企一组”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

三是切实发挥局党组的领导作用、各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的先进模范作
用，在“防疫情、抓安全、促生产、不添乱”的
大考中，锻炼干部、教育培养干部、严格监
督干部。 苏崇生

北碚 做好复工复产保障工作
北碚区在企业分区分类分批有序复

工复产的同时，紧紧围绕“抓防疫保安全促
生产”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企业复工
复产安全生产各项保障工作。

一方面区委、区政府多次召开疫情防
控专题会议，研究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
工作，要求安全生产必须作为企业复工复
产的前置条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加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力度，确保疫
情防控和企业安全复工复产“双胜利”。另
一方面，各级各部门及时调整工作节奏，明
确工作重点、转变工作重点、部署监管力
量，将防控事故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作
为“第一战场”。其次，将安全生产“五到
位”作为企业复工复产验收的标准，由区相
关部门进行检查验收。同时，落实好一企
一组，开展安全监管执法检查，指导企业复
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

綦江 靠前服务 分类管理
綦江区应急局靠前服务、分类管理，

做到疫情防控和企业安全监管服务同部
署、同落实。目前，全区非煤矿山11家，
煤矿6家已复产。

为安全高效组织企业复产复工，应急
局当好企业的指导员、服务员、监督员。
第一时间全面摸排煤矿、非煤矿山、危化
品、重点工贸企业共287家，做到企业停

工不“失联”，及时掌握企业计划复工时
间、防疫准备、隐患排查等情况，按照分级
分类分行业原则，对企业实施专业指导；
靠前服务，加大了对企业帮扶力度，监管
人员主动上门提供隐患排查、安全培训等
服务，协调中介服务机构、专家对煤矿和
部分重点工贸企业免费开展风险辨识、隐
患排查和防疫指导；全区296名应急系统
监管人员全部下沉到一线，对重点企业全
部落实“一企一组一策”监管措施。

万盛经开区 三策并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万盛经开区安监局三策并举，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
一是提前分类施策。设立煤矿、非煤矿

山、危化烟爆、工贸企业4个指导办公室，由
分管领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指导企业抓好
疫情防控，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实际情况，
建立一对一疫情防控和企业复产复工方案，
不搞一刀切，确保措施到位。二是主动靠前
服务。组建工作专班，每个企业安派2名具
体指导人员，指导督促企业落实最严格的防
控工作措施，同时协调服务企业复工复产中
遇到的困难，帮助企业解决疫情防控物资不
足等问题。三是做好联合验收。按市、区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相关要求，主动作为，协
调组织卫生、经信等部门和属地政府进行复
产复工联合验收，做到一次到位，不搞重复
验收，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忠县 当好企业复工复产“贴心人”
为全面保障疫情期间全县各类企业

顺利复工复产和生产安全，忠县应急局科
学有序落实复工复产各项举措，指导服务
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切实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应急局第一时间将最新的疫情防控
要求、复工复产政策宣传到各复工企业、
传达到每名返岗员工。同时为企业提供
卫生防疫手册、海报等宣传资料，并通过
忠州电视台、微信等多种形式向企业宣传
科学的防控疫情知识和复工复产前安全
培训。在上门指导服务中，发现不少企业
面临防疫物资紧缺的问题，立即主动联系
口罩、体温枪等防疫物资采购渠道，为企
业准备了20多家防疫物资供货企业，支
持其尽快复工复产。目前，安全生产监管
干部全部下沉一线，严格按照企业疫情防
控“五必须”，安全生产“五到位”抓好复工
复产验收，并指导帮助企业及时整改。

酉阳“六严格”做好非煤矿山复产复工
酉阳县应急局以疫情防控为前提、

安全生产为基础，“六严格”做好非煤矿
山企业复产复工生产安全。

严格防控机制。企业负责人作为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在企业
调度指挥时，必须制定疫情防控方案和
应急预案；严格员工排查。按照“谁用

工、谁管理、谁负责”原则，提前排查每个
复工员工情况；严格防疫准备。企业必
须准备体温探测仪、口罩等疫情防控物
资，确保满足正常生产需要；严格内部管
控。企业要对全部员工进行返岗前的疫
情防控，安全知识教育培训，建立员工健
康报告等制度；严格安全条件。企业必
须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五到位”，及
时、如实填报复工安全生产承诺书和复
工验收表；严格复产程序。企业在启动
复产复工时要通过企业申报、自查自改、
组织验收等程序，验收合格后才能复工。

巫溪“三强化”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为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的防疫和安全

生产工作，巫溪县应急局采取“三强化”措
施促进企业有序分级分类复工复产。

强化宣传。通过电话、微信、短信等
形式向行业企业负责人推送疫情防控知
识，及时传达学习有关防疫的文件精神。
同时，将企业复工复产宣传片在县电视台
进行播放宣传，并要求企业负责人组织企
业员工在家学习观看；强化服务。通过与
企业主要负责人电话联系沟通，对全县矿
山复工复产企业进行分级分段安排，并通
报各矿山企业。对拟复工复产申请的企
业，通过视频连线和到现场进行指导并想
方设法为企业联系防疫物资；强化审验。
企业提出复工复产申请后，会同县卫健

委、县市场监管局、所属乡镇等单位开展
实地验收，验收时严格落实防控承诺的

“五个必须”和安全生产“五个到位”要求。

城口 压实企业复工复产主体责任
城口县应急局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安

全，确保工矿企业复工复产期间“疫情防
控不出事、安全生产不添乱”。

县应急局通过强责任、严排查、建台
帐、广宣传的举措，督促指导各工矿企业
做到“五落实、五必须”和“三严禁、八到
位”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要求各企
业在厂区出入口设置疫情防控检查点，并
要建立返岗人员“花名册”，全面摸排人员
生活轨迹。同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由
企业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在岗在位
亲自抓，并通过在企业厂区醒目位置悬挂
宣传标语、张贴防控知识，营造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的浓厚氛围。目前，县应急局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领导小组联合乡镇（街
道）深入一线指导服务检查，并聘请6名
专家诊断把脉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

梁勇 梅琳 罗成杰 谭江芳 江玥 李友和 樊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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