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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安组轩） 近日，市委组织部
出台《关于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考察识别干部的工作方
案》，持续跟踪考察识别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表现情况。

方案明确，考察识别工作重点跟踪
了解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是否把疫情防
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重要政治任务来

抓，把群众安危放在心里，把防控责任扛
在肩上；是否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及时
发声指导，及时掌握疫情，及时采取行
动；是否严密细致做好疫情监测、排查、
预警、防控等工作，做到严防死守，不留
死角，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是否做好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工作，稳
定群众情绪，增强社会信心等“四个是

否”，并将其作为考察识别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政治素质、宗旨意识、全局观念、
驾驭能力、担当精神的重要内容。

据了解，为在疫情防控一线考准考实
干部，市委组织部组建了疫情防控考察识
别干部工作专班，通过动态跟踪、联动沟
通、整合信息、一线调研、督办检查等方
式，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履职情况进行持续跟踪。根据考
察识别情况，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
出、堪当重任的优秀干部，将结合其一贯
表现，大胆提拔使用一批、记功嘉奖一批、
重点储备一批。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不
敢担当、作风漂浮、落实不力的干部将严
肃追责问责，不胜任现职、难以有效履行
职责的干部，将果断进行组织调整。

本报讯（记者 刘仲强） 2月6日，市委副
书记、市长、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宋晓路不发通知、不
打招呼、轻车简从，到关岭自治县暗访检查疫情
防控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干
部群众。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
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
要求，全面精准落实“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各项
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基层防控工作是否按要求精准落实到位？
是宋晓路十分关心的问题。他首先来到花江
镇，深入部分村居、小区、餐馆、药店，与当地群
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相关防控工作落实以及
防疫知识宣传、物资药品供应保障等情况，叮嘱
群众要增强防护意识，加强个人防护，最大限度
减少流动、阻断疫情传播；在花江镇交通检查
点，宋晓路向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基层工作
者表示问候，叮嘱他们要加强自身防护，科学合
理排班，规范人员管理，减少人员聚集，最大限
度降低传染风险。

随后，宋晓路前往关岭自治县留观人员安
置酒店，实地查看相关工作落实情况，并与留观
人员现场通话。当了解到留观人员对安置服务
感到满意时，宋晓路表示欣慰。他要求，关岭自
治县要强化做实留观安置酒店的各项工作，进
一步明确分工、压实责任，科学合理调度，确保
工作精准落实到位；要强化专业技术指导，规范
流程操作，加强自身防护，做好相关餐厨及日常
垃圾的集中消毒处理。

暗访检查中，宋晓路强调，当前已进入到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的有关决策部署上来，全面落实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与时
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以更加坚决果断、更加有
力有序、更加科学周密的举措做好防控工作，全
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深入开展排
查，严格落实居家隔离和定点隔离措施，抢抓黄
金时间节点，加快核酸检测进度，早日完成重点
人群筛查，提高救治患者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市政府秘书长郑汝林，市督查督办局相关
负责同志参加暗访检查。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2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
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
署，坚持依法科学有力有序，有针对性加
强全国防控工作。当前，要继续集中力
量抓好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这一疫情防
控的重中之重。未来几天围绕提高收治
能力，对武汉市，继续采取多种措施增加

床位供给，通过调派外部支援力量、挖掘
当地潜力再增加医护人员；对湖北省其
他地区，通过挖掘现有定点医院潜能、新
建专科医院、设置集中隔离点等增加床
位供给，通过本地挖潜和组织16个省
（区、市）对口支援，增加相关市县医护力
量。同时要按照已定部署，继续抓好重
点医疗防控物资保障。

会议指出，当前除湖北省外，全国其
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总体稳定、病死率
低，要合理配置资源，避免不必要恐慌，
在继续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有序推动
恢复正常生产，既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好
保障，又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鼓励企业创新方式，降低工作场所人流

密度，采取倒班制保障满负荷生产。建
立重点企业派驻联络员制度，督促企业
开足马力生产，及时协调解决机器、用
工、资金不足等问题，抓好原辅料、重要
零部件等稳供保障，保障全产业链正常
运行。制定煤电油气供应保障预案，防
止集中复产可能带来的区域性、时段性
短缺或价格大幅上涨。各类学校可根据
防控需要适当推迟开学、错峰开学。

会议指出，要强化属地政府和企业
责任，切实做好恢复正常生产后疫情防
控。按照合理、适度、管用原则制定针对
性防控措施，健全和落实工作场所人员
防护制度。制定人员流动信息确认卡，
分类明确疫情严重地区人员返岗条件。

加强人员输入输出地衔接，有序依规协
助做好人员返岗。铁路、民航等部门要
统筹运力，尽量采取隔座乘车、乘机等措
施，实现人员错峰返程，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有关地区可暂时停止实行私家车尾
号限行政策或作出特殊安排。

会议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
及时协调解决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突出问
题，组织力量加强对疫情变化的研判，有
针对性研究后续工作。要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
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会议。

六马镇：

党员干部冲在前
筑起红色“防疫墙”
本报讯（伍明秀 记者 罗希）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发生后，镇宁自治县六马镇充分发挥镇、村两级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成立了22个由党
支部书记为队长、各支部党员为队员的党员先锋服务队。全镇
党员干部敢担当、敢作为，带头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筑起一道
道红色“防疫墙”，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据悉，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六马镇立即建立并启动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党员先锋服务队率先进村入户开展宣传发
动、摸排走访、防范劝阻、监测预防等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动员
群众群策群力防控疫情，强化措施，确保责任到人、落实到岗。
镇纪委牵头对各村、各股（室、站、所）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追踪督
查，确保每一个安排部署、每一道疫情指令落到实处。全镇自上
而下，压实责任、传导压力、狠抓落实，着力抓好疫情防控重点工
作。

全镇党员干部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把抗击疫情作为践初
心、担使命的实际行动，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入户对从外省返
乡人员等重点人群进行每日地毯式排查，做到按时走访、随时掌
握动态，全面建立已摸排人员信息台账和日联系报告制度，确保
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筑牢疫情防控“防护墙”。同时，在辖区主
要路口设立2处疫情交通排查卡点，由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分兵
把守、仔细排查、强化宣传、耐心服务、压实责任，坚持24小时蹲
点值守，各监测点执勤服务，对辖区内过往车辆、进出人员全覆
盖逐一进行体温测量排查登记，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全镇以村（社区）为单元形成大网格，由联系村的班子成员
担任网格长，再以各大网格里的自然村、寨（组）为单元形成小网
格，由村支两委干部担任网格长；村级网格长带队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利用流动宣传车、村级小喇叭等传播媒介对全镇2个社
区19个行政村134个自然寨进行防疫知识流动宣传、悬挂宣传
标语、印发宣传小册子等形式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确保无死
角无盲区全覆盖宣传到位，张贴发放各类通知、倡议书、告知书、
承诺书等宣传资料共计3000余份，传播疫情防控正能量，坚定
群众信心，消除恐惧心理，切实把牢疫情防控主动权。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越来越艰巨，任务越来越重大，全镇党
员干部认真践行‘初心使命’，紧紧依靠和团结全镇人民群众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该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 连日来，
安顺市总工会迅速行动、主动作为，分
别到我市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疫卡点看望慰问一线职工，给大
家送去医疗物资和慰问金。

1月23日以来，市总工会先后两次组
织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对一线职工的
慰问关怀，激发工会职工积极性。先后对
医务工作者、公安干警、道路运输工作者、
环卫工人等职工及其家属进行慰问，送去
党委、政府的关心和问候，切实当好职工

的“贴心人”。截至目前，全市各级工会共
筹集、发放专项慰问资金59.58万元。

据悉，针对当前防控一线缺少口
罩、防护眼镜、消毒用品等重要防护物
资的现状，安顺市总工会加强内外联
动，积极与青岛市总工会、贵州百灵企
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沟通
协调。截至目前，争取到青岛市总工会
捐赠防护眼镜100副、口罩200个，百灵
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捐赠口罩
600个、药物2箱，并将这些爱心捐赠物
资及时送达到疫情防控一线。

全市各级工会共筹集近６０万元
专项资金慰问抗疫一线职工

贵州日报讯（记者 杨刚） 截至2月6日12时，贵州累计
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71例，治愈出院6例，病情
平稳50例，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1045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368人。

“通过对潜在及疑似感染人群进行广泛核酸筛查对于疫
情防控尤为重要！”专家表示，在感染期，病人口鼻腔分泌物、
肺部灌洗液、血清中会存在病毒，可通过检测病毒核酸来检测
病毒。

标本采集，检测，复核……夜以继日的奋战，穿着厚重防
护装备的工作人员常常顾不上吃饭。

在贵州省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室生物安全柜里，检测人员
正小心翼翼地提取检测样本，疫情发生后，这里进入一级战斗

状态。目前，省疾控中心390多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坚守，24
小时轮流值班，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统筹全省力量、保障
检测质量。

在贵州省临床检验中心，40余名检验学专业技术人员斗
志昂扬，平均每天要开展不低于700人份的核酸检测。

在黔东南州疾控中心，这里正对全州样本进行统一收样
登记管理，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的对样本进行核酸检测。

开展核酸筛查，是贵州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疫
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做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及
时有效发现和控制传染源（特别是全面筛查无症状隐性感染
者及轻症病例），真正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的重要举措。 （下转2版）

争分夺秒 取样检测

贵州全面开展核酸筛查工作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部署进一步有针对性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有序做好恢复生产保障供应工作

王沪宁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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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经开区成立开区成立
高铁高铁、、高速疫情防控检查站高速疫情防控检查站““临时党支部临时党支部””

本报讯（记者 徐芹） 为抓好农副
产品加工企业生产供应，强化疫情防控
生活物资保障工作，2月6日，我市为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第
一批重点调度的粮油加工企业送去了口
罩，确保生产期间能满足工人防疫需求。

“感谢政府的关心，困难时刻仍不忘
民营企业的工人们，有了口罩，工人们也
多了份保障，安心生产，确保供应。”镇宁
自治县大季节粮油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谢林松说。

据悉，第一批被列为重点调度的粮
油加工企业分别是镇宁自治县大季节粮
油开发有限公司、安顺油脂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和贵州昊禹米业农产品开发有限
公司。目前，上述公司在做好防疫措施
的前提下均已复工复产。

据了解，自我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后，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立即行动，迅速做出了安排部署，各项
防控保障工作有序开展。

根据医药应急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
需要，市工信系统坚守使命担当站在一
线，相关科室和派驻人员及时帮扶推动
全市11户重点医药物资和粮油物资生
产及关联企业复工复产。通过生产工人
的不懈努力，目前我市4户医药企业日
产各类中医药产品合计1吨，消毒杀菌
用品企业日产84消毒液6吨，医用酒精
5吨。3户粮油企业日产合计大米90
吨，食用油50吨。与3户粮油企业相关
的其他食品及农副企业已正常生产。
26户供电、发电（火电、水电、风电）、供
水、燃气等公共事业企业也正常生产。

我市向第一批复工复产
粮油企业送去疫情防控物资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讯（陈厌聆 记者 唐琪 文/图） 为
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2月2日，经开区党
工委、管委会负责人代表分赴辖区内高铁站、高
速收费站等疫情防控的主战场，根据工作任务
需要整合高铁安顺西站、高速运营管理中心安
顺西收费站、公安交警、医务人员、高速路政、志
愿者等党组织力量，分别成立高铁安顺西站、
高速安顺西收费站防控检查站“临时党支部”。

“在疫情防控一线建立临时党组织，就是

把党组织的战斗堡垒筑在工作最前沿，组织动
员广大党员佩戴党徽、亮出身份、冲在前列。”
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组织人事部部长周彬介绍
到。临时党支部由参与疫情防控的党员组成，
围绕疫情防控，把“堡垒”筑在工作最前沿，做
到关键环节有组织把着，关键时刻有党员撑
着，确保党旗始终飘扬在疫情防控一线。

“疫情危险不解除，我们就不撤退。”临时
党支部成立后，党员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努力践行初心使命，以身作
则、冲锋在前，为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保障人民
生命健康作出
应有贡献。

““临时党支部临时党支部””党员在高铁安顺西站广场宣誓党员在高铁安顺西站广场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