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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我憋了好几天了，想想不服气，你是纪委
和巡察组的领导，我要找你说说清楚。”星期一早上刚
到办公室，我便迎来了怒气冲冲的老姜。

老姜和我一样，都是大学毕业后从四川老家来启
东工作的。老姜性格耿直，工作认真，是单位里众所周
知的“老黄牛”。

“什么事让你这么不开心？”我赶紧倒了一杯开水，
让老姜坐下慢慢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年初一开始，我已连
续一个多月抽调社区交通卡口协助管控进出人员，没
有休息过一天半天，家里老人孩子都顾不上。”虽然戴
着严严实实的口罩，但我也听得出，老姜心有怨言。

“疫情面前，大家都很辛苦，许多党员干部都这
样。”我接过老姜的话茬。

“你们纪检干部就是动动嘴，到处指手画脚，哪像
我们跑断了腿、累弯了腰。”老姜果然快言快语，一点没
照顾我的“面子”。

“老姜，看来你对我们工作有误解，疫情防控
中，我们纪检监察干部既当好上级政策落实的监督
员，也有多名志愿者深入社区一线，当好冲锋陷阵的
战斗员啊。”闲聊中，我打开了手机，翻出纪委监委
疫情防控督查微信群、社区值班群中的一张张照片，
100多名纪检监察干部、巡察干部专注工作的神情跃
然眼前。

“在我们县级市，你一个纪委正科职的领导，也到
社区里去值班啊！”看到我的照片时，老姜愕然张大了
嘴巴。“在抓好督查工作之余，作为普通党员干部，我也
到挂钩社区值了十多天班，我们纪委监委、巡察机构的
领导都带头上阵，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轻描淡写
地说。

“我们单位领导就只知道坐在办公室指挥，让我
们这些小兵挺在前面，天天挨冻受饿，如果他们像你
们这样，我们天天加班也服气。”老姜终于吐出了内
心的“不满”。

“谢谢你的信任，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会抓
紧处理，现在疫情防控还未获全胜，还不能轻言成功，
希望你继续坚守社区一线。”送走老姜后，我立即联系
老姜单位主要领导，要求班子成员带头作出表率，并合
理轮休轮班，调配好防控力量，切实关心连续加班党员
干部的身心健康。对纪委监委督查组，我提出建议，除
疫情重点防控单位外，其他各部门、各单位领导带班值
勤情况，要纳入督查范围，推动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在
先、示范带头作用发挥在前。

这是场没有硝烟的战斗。纪检监察干部，都是战
士。我们既要“喊破嗓子”精准有力监督，更要“干出样
子”，为其他干部作出表率。

启东市纪委监委 邓正映

“幸亏有你们出手相助，帮我们解决
了难题，不然原材料进不来，企业就要停
产了！”近日，当如皋市纪委监委企业复
工督查组再次走进江苏汤臣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时，公司负责人毛总紧紧握着
章组长的手，连声道谢。

1个月前，如皋市委出台的企业分
类分批复工文件实施当天，如皋市纪委
监委企业复工督查组来到江苏汤臣汽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只见这家公司复工准
备已经就绪，作业区、办公区等场所消毒
到位，各岗位人员也已就位。然而，公司
负责人毛总却焦急万分。

“从河北省开来的装有60吨钢锭原

材料的两辆大卡车被阻拦，在葛市高速
公路出口被拦下，值勤人员要求货车当
即返回，工人在车间正等着这批原材料
复工呢！”

“非常时期实行交通管制，你们要理
解，我来帮你们想办法协调。”章组长一
边安慰公司负责人，一边拿起手机向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请示，反映企业的实际
困难。

“确保将外来车辆和人员的疫情风
险降到最低，可以放行。”得到疫情防控
指挥部的指令后，督查组一行立即赶往
葛市高速公路出口，同时通知江安镇党
委协调开通“绿色通道”。

“我们对你们的两辆货车进行全面
消毒，车辆进入公司后，你们车上的人员
不要下车，我们安排人卸货，卸完后立即
驶离如皋。”到了高速公路出口现场后，
章组长与货车的押车负责人进行沟通。
如皋市纪委监委企业复工督查组其他人

员配合迅速赶来的消毒人员对两辆货车
全面消毒。

车辆顺利驶进公司，卸货工人们已
在厂房门口等候，督查组的同志也加入
卸货行动。

卸货紧张有序进行着，这时货车司
机向督查组提出请求：“运输利润微
薄，如果空车回河北，要亏本的，能不
能让我们在如皋住几天，找到货配载后
再走。”

面对货运司机提出的要求，督查组
的同志很为难。外地人在本地逗留，不
仅不符合疫情防控规定，而且带来的疫
情风险也是未知的。

经过大家紧急商量后，一条急寻货
运的消息在现场所有人的朋友圈迅速扩
散。同时，在场人员也多方电话打听有
无本地企业需要有货物发往河北。

“我们公司也正在找车辆，有一批货
物要送到天津，问问他们还愿意送？”半

小时，一名督查组人员接到问询电话。
在市纪委监委企业复工督查组及江安镇
领导的支持配合下，很快促成双方对接
商谈。

双方达成协议，消毒防控全程保
障。当天下午4时许，两辆货车满载货
物开上高速驶离如皋。临行前，货运司
机满怀感激地给我们督查组大大点赞。

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紧张的6
小时，在督查组的协调、江安镇党委政府
的支持下，汤臣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终
于复产。货车安全驶离了，督查组人员
长舒一口气。

如皋市纪委监委企业复工督查组监
督有尺度，更有温度，有力推动和保障了
企业复工复产。

目前，如皋市共复工4039家工业企
业，其中规模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9.73%。

如皋市纪委监委 许 嘉

“你们的防控指导，是对社会负
责，也是对我们企业负责。我们非
常理解并一定整改到位。”在海安市
曲塘镇双茂纺织有限公司，企业负
责人对指导复工防控工作的驻企干
部以及海安市纪委监委督查组工作
人员说。

在之前的督查工作中，海安市
纪委监委督查组发现，位于曲塘镇
的南通双茂纺织有限公司疑似病例
留观室等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存
在安全漏洞。交办问题之后，驻企
干部和纪委监委督查组及时对问题
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督促企业
严格落实防风险、护安全、战疫情、
保稳定等各项措施。

疫情一天不解除，防控就一点
不能松劲。海安市纪委监委督查组
在继续紧盯防控责任落实的基础
上，对前期督查发现的问题和重点
领域开展“回头看”，推动问题整改
落实到位。

“请你介绍一下重点留观人员

和其他人员进入医学留观区域的流
程？”针对前段时间督查中发现某留观
区域安保人员不清楚区域通道设置的
问题，督查组这次一到该区域，就直接
提出问题，验证整改落实情况。

在某小区，督查组人员发现，物
业人员更多地把精力消耗在填表登记
上，但对红外线体温测量仪的使用还
不够熟练，督查组人员当即指出：“督
促整改，不是用形式主义的填表来抗
疫，而是要更多地重视老百姓最需要
的安全措施。”并当即要求对全体物业
人员强化器材使用和自身防护措施的
培训。

“敬老院回院老人单间隔离措施能
够落实吗？”“外地复工人员租房情况企
业有没有掌握？”“农贸市场管控要做到
全覆盖，无死角。”……

随着复工复产有序展开，海安市纪
检监察机关以及相关职能部门，针对新
情况下的疫情风险，强化监督，督促联
防联控、群防群治等措施落到实处。

·孙 立·

疫情中，一次特殊的接访装有60吨钢锭原材料的两辆大卡车在葛市高速公路出口被拦下，可公司正等着这批原材料
复工呢。如皋市纪委监委企业复工督查组获悉情况后，立即着手协调——

复工一线6小时“保障战”

重点领域“回头看”防控督查不松劲

通州区纪委工作人员坚持每天走进挂钩企业，深入车间、食堂、宿舍，帮助企业做
好疫情防控、复工申请和复工后正常生产等工作。

图为3月16日，通州区纪委工作人员走进南通东帝纺织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了解企业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 季永健摄

本报讯（记者李彤）昨日，记者从
民政部门获悉，即日起，我市启动居家
适老化改造民生实事项目，首批将至
少惠及2000户困难老人家庭。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负责人娄为
民介绍，全市首批2000户居家适老化
改造的重点对象，主要为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城乡低保对象、建档立卡低收
入人员等经济困难人群中的高龄、失
能、重度残疾老年人家庭。愿意接受
改造设计的重点对象家庭，政府将予
以一定的补贴，实施相应的新增改造
事项以及必要的维修更新，满足老年
人的生活需求，进而引导更多的老年
人家庭自主进行居家适老化改造。

娄为民说，居家适老化设施及辅具

配备建议清单主要项目分为设施改造、
辅具配置两大类近40项，包括常见的
地面防滑处理、加装扶手、防撞处理、灯
具更换、配置手杖、助浴椅、坐便椅等。

而针对居家老年人容易因跌倒、
突发疾病、疏忽健忘等原因发生意外
风险、出门走失等情况，要在充分保护
老年人生活隐私的前提下，积极推广
安装人体感应探测、燃气泄漏报警、一
键呼叫等智能化应急保障设备，为重
度智力及精神残疾的老年人制作佩戴
式智能胸卡（无须频繁充电、含身份信
息、可传输定位信息）等居家适老化改
造事项。同时，畅通居家适老化改造
家庭与属地相关部门或为老服务组织
的信息数据传输，通过自动化的信息

数据监测评估，及时发现老年人可能发
生的意外风险，并同步推送风险信息至
老年人亲属、属地为老服务组织，做好应
急处置。

为保证适老化改造更好地贴近老年
人的实际需求，市民政部门要求各地在
具体落实中坚持“一户一档”，对计划实
施居家适老化改造的重点对象家庭，严
格入户评估和档案管理工作；要坚持贴
近每户老年人家庭的日常生活需求，分
户建立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档案，避免
简单分档搞“一刀切”。

据介绍，有改造意愿的困难老年人
家庭可于所在社区（村）填写申请表，经
评估定项符合条件的将确定具体改造事
项、建立改造工作清单。县（市、区）民政

部门或社区（村）工作人员（可委托第三
方专业组织），对重点对象家庭的居家适
老化改造工作进度及质量进行实地察
看、跟踪监督。完工验收阶段，将对重点
对象家庭开展居家适老化改造满意度评
价，让实施改造的老年人家庭有更好的
参与度、更多的发言权。如发现存在质
量问题，将责令具体实施单位限期整改，
并再次组织验收。

为落实支援湖北省疫情防控一线工
作者家庭关爱帮扶政策，各县（市、区）可
参照《关于转发对口支援组进一步加强援
鄂医务人员家属关爱帮扶工作意见的通
知》要求，将援助湖北的医务人员、养老护
理队员、公安干警等赡养的老年人家庭作
为居家适老化改造重点对象家庭。

本报讯（记者李波）昨日，记者从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截至目前，南通累计报告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2例，已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目前病
情稳定。

境外输入病例1：患者陆某，30岁，中国籍，住南通
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橡树湾小区。3月7日赴阿联酋迪
拜因公出差，3月21日自迪拜出发至北京入境，当天飞
抵上海虹桥机场，独自驾车回通，途中主动到我市小海
涉外交通转运检疫点接受咽拭子及血样采样，到家后
立即单独隔离。3月22日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阳性。3
月23日确认为确诊病例。目前，包括父母在内的5名
有一定距离接触者已全部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境外输入病例 2：患者钱某某，男，20岁，中国
籍，崇川区人。3月18日自伦敦出发至上海入境。3
月 19日飞抵上海浦东机场，下机后接受咽拭子采
样。3月22日，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阴性，按境外人员
转运流程接转回通，在小海涉外交通转运检疫点再
次接受咽拭子及血样采样，并由专用车辆受控转运
至崇川区集中医学观察点隔离观察。3月 23日下
午，核酸检测和血清抗体结果均显示阳性。3月24
日确认为确诊病例。

据悉，截至3月25日零时，我市已连续39天无新
增本地确诊病例，但境外疫情输入风险不断加大，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提醒，所有境外抵通人员及家属，要提前
向社区和单位主动申报行程，加强返程个人防护，避免
与他人密切接触，最大限度减少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

本报讯（通讯员孙珏 记者严春
花）24日下午，飞鹤快客分公司派出第
3批车辆及驾驶员赴昆山防疫一线增
援，4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和3辆飞鹤
大巴车，至昆山协助执行入境人员转
运任务。自此，飞鹤快客分公司共有
13辆大巴、18名驾驶员和1名领队驻
守昆山转运点。

每天接触大量入境乘客，具有较
高感染风险，驾驶员每执行一次任务，
就要换一套新的防护服。为减少防疫
物资浪费，执行任务的人员每次喝水
都是抿上一小口润一下嗓子，累了就
靠在座椅上眯一小会儿。

3月22日，一趟转运任务结束时
发生了非常暖心的一幕，两个混血小
姑娘主动跑过来，送给驾驶员一颗自
己折的小星星表示感激，随即给了工
作人员一个拥抱。第一批转运驾驶员
谢仁清告诉记者，高负荷运转下，转运
乘客的每一次谢谢都是他们工作的动
力。据统计，截至本月23日，飞鹤快
客昆山转运点共执行转运任务 128
次，转运入境人员近千名。

本报讯（记者冯启榕 通讯员朱小平 钱晨城）24
日，市第四人民医院（南通市精神卫生中心）与黄石市
精神病医院（黄石市精神卫生中心）举行远程签约共
建友好医院仪式。南通四院院长葛建新表示，“战疫
期间，我们彼此已经成为感情深厚的‘战友’”，共建友
好医院后，双方将在心理救援方面展开合作，为黄石
市民进一步筑牢心理防线。待到疫情结束后，双方将
进一步加强交流，在医院管理、医疗服务、学术科研、
业务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合作，进一
步拓展发展思路，更好地满足两地人民高层次的身心
健康需求。

一个月前，南通四院积极响应市卫健委号召，派出
5名医护人员和全市其他医院共37名白衣勇士组成江
苏省第二批援助湖北黄石医疗队、南通市第八批援助
湖北医疗队奔赴抗疫一线，与当地医务人员并肩作
战。目前，该院仍有两名精神科医生坚守在黄石，为遭
受心理重创的黄石市民提供心理援助和心理支持，帮
助他们度过心理危机。

此次跨省共建友好医院的活动创新采用视频会议
的形式举行，双方医院通过南通四院在黄石驰援的医
疗队员互赠了院旗和牌匾，南通四院还向黄石市精神
卫生中心赠送了部分防护和生活物资。

我市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启动
首批将惠及2000户困难老人家庭

抗疫情深 友谊长存
南通黄石两地精神卫生中心跨省共建

飞鹤快客派出第三批驾

驶员赴昆山增援，截至23日

已转运入境人员近千名

南通确诊两例境外输入病例
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病情稳定

近日，港闸现代农业产业园飞悦农业园区内桃花盛开。昨日，工作人员在桃林中穿梭，抢抓农时“点花”授粉，修枝除草，
确保今夏蜜桃丰收。 记者 黄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