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建引领联防联控 筑牢抗疫安全防线
狮山罗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积极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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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这些瞬间温暖你我

防控疫情“零容忍”
这些行为将被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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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宣传、摸排清查、值班巡查、消毒防控……连日
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
处按照狮山镇委的部署要求，积极发挥三级党建网格作
用，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引导各级党组织的党
员积极投身疫情防控第一线，让党旗高高飘扬。

走进狮山罗村，遍布街头巷口的值勤卡点，党员干部
和社区群众一同筑起一道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他们
以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走在前做表率的行动自觉，
在疫情防控中叫响“我来上”。

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一个个党员志愿者、一封封请战
书、一个个“逆行者”，尽显狮山罗村党员“铁”一般的担
当。他们闻令而动、敢打硬仗，他们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他们勠力同心、甘于奉献，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防控战役打响后，狮山

罗村党委班子成员、部门单位负

责人及村（社区）“两委”成员取

消春节假期，奔赴各社区一线开

展疫情排查工作，积极投身核查

外来人员、宣传防疫知识、人员

体温检测等工作。

在管理处党委统筹下，狮山

罗村17个社区党组织牵头整合

区域内党建资源，建立以块为

主、条块融合的工作纽带。从信

息通知、数据报送、应急救治、舆

情宣传、市场管理、督查通报等方

面入手，将防控责任靠实到每名

党员干部身上，形成了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疫情防控责任体系，

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随着疫情发展，狮山罗村不

断深入部署，狠抓落实疫情防控

重点工作。2月11日上午，狮山

罗村党委班子成员、各社区驻点

团队、社区“两委”干部、防疫医

护人员等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进

一步理清当前防疫工作思路和

指明工作方向，压紧压实责任，

把疫情防控斗争的各项部署落

细落实。

目前防疫形势依然严峻，会

议要求各驻点团队和社区党委

要坚持党建引领，落实做好防控

设卡点人员和车辆管控、重点人

员的排查、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

管控，切实阻断传染源，切断传

播途径。同时要及时排查矛盾，

严防出现群体性事件。在此基

础上，还要严把安全生产和疫情

防控关，落实现场核实，按照梯

度、批次原则进行复工复产，指

导和督促企业认真落实各项防

疫要求，坚决查处违规复工复产

行为，清理无牌无证企业。

“大家要保持旺盛的斗志，

克服疲劳厌战的情绪，要把党的

强大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

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工

作优势，坚定信心、齐心协力。”狮

山镇委委员、罗村社会管理处党

委书记、主任李浩辉表示。

连日来，狮山罗村一大批党

员志愿者冲锋在防控疫情的第

一线，不仅为疫情防控工作注入

强大动力，也助力了新时代文明

实践在“疫”线活动的扎实开展。

目前，狮山罗村17个社区

对小区出入口、经济社出入口均

进行封闭，每个设卡点配有一张

桌子、一本台账、一个测温仪，对

人员的流动进行精准防控。每

个设卡点，都能看到“党员志愿服

务岗”的标识和穿着红马甲的党

员志愿服务者的身影，他们用实

际行动切实把好防疫关口。截

至2月11日，罗村辖区共设置

269个出入口和检查点，共有

950多名机关和社区党员志愿

者参加值守志愿服务活动。

在尚观嘉园小区，党员、驻

港部队退伍军人王莎莎积极响

应南海区退伍军人服务部的征

召，写下请战书，积极参与社区防

疫宣传工作志愿活动；罗湖社区

60多岁的退休党员干部杨元，自

愿加入到罗湖社区外滩小区疫

情防控的宣传队伍，以实际行动

践行初心、勇担使命。

“福鼠疫情宅过年，举国上

下防病魔……”今年招大社区冼

边村72岁的老党员冼再边，写

了一篇朗朗上口的诗歌，鼓励防

疫一线的工作人员；状元社区有

40年党龄的退休干部黄享泉，主

动请缨到防控一线值守，为此，他

写下一份“请战书”，怕不被批准，

他还主动汇报自己“身体健康、血

压正常”，只为到一线去贡献自己

的力量……

这些可爱的狮山罗村党员

志愿者，在抗疫道路上用不同的

方式和群众并肩作战，构筑起群

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越是困难时刻，越见证担

当。为缓解罗湖社区设卡排查

的工作压力，狮山罗村迅速抽调

56名机关工作人员“火线救急”，

挺身而出冲上社区防疫一线。

自 2月 8日起，每天晚上

10点到次日早上8点，狮山罗

村机关的26名男性工作人员轮

班参与罗湖社区的疫情防控值

守工作，他们守卡点、防重点，用

自己独有的“夜间模式”为社区

前沿阵线严防护航，为城市社区

的居民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

壁”。与此同时，机关的30名女

性工作人员也轮班在社区的6
个主要检查点进行车辆引导、人

员登记、体温测量等工作。

“为了群众安全，我们义不

容辞！”铿锵有力的话语打破了

寒夜宁静。2月8日深夜，第一

批机关工作人员们开始值守在

罗湖社区散楼的主要出入口检

查点，对来往车辆和人员进行排

查登记。他们忙碌的身影彻夜

守护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毫不

退缩，勇敢逆行，“疫情在前，我

们，不退！”56名工作人员是来

自机关各个办公室的党员、入党

积极分子和业务骨干，他们有些

已经参加了原驻点社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有一定的疫情防控工

作经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在狮山罗村疫情防控工作

中，机关工作人员充分发挥带头示

范引领作用，始终站在疫情防控一

线，为群众站岗，为生命护航。

防疫攻坚战是党员与人民

群众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全面

战争，在此过程中，各社区的无

职党员切实发挥了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

用“心”做好排查。在乐安

社区、状元社区等城市社区，认

领了关爱扶助岗的无职党员，

及时利用电话、微信等方式全

面细致地摸排、收集疫情发生

地户籍人员、有疫情发生地出

行史或接触史人员的信息，对

身处疫情发生地的人员，劝导

其延期返粤。

用“心”听取心声。罗湖社

区主动及时了解居家隔离人员

的生活所需，了解到某小区其中

一名居家隔离人员缺少食材，罗

湖社区直联团队和社区党委干

部，联同物业第一时间进行采购

食材和日用品，及时送到隔离人

员家中。

用“心”送去温暖。沙坑社

区、朗沙社区、务庄社区、招大社

区等社区，认领了关爱扶助岗的

多名无职党员，自发为站在一线

抗疫的社区党员志愿者和社区

工作人员送去中药茶。

同时，17个社区全方位立

体式及时客观发布疫情和防控

工作信息，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

识，奏响狮山罗村疫情防控“最

强音”。截至2月11日，狮山罗

村共布置张贴防控疫情公益宣

传 画 49074 张 、悬 挂 横 幅

4494 条 、派 发 宣 传 单 张

192865张、刊播宣传片户外电

子屏 42 块、发送手机短信

151896条，为狮山罗村疫情防

控工作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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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下午来社区开疫情

防控部署会！”1月26日，也是

大年初二，沙坑社区海南经济

社党支部书记周三珠接到电

话，急忙穿上衣服，戴上口罩赶

往社区居委会。

“一定要党群携手，齐心协

力，全力保护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会后，周三珠攥紧拳头，暗

下决心。经过与邻近经济社协

商后，众人决定对海南、东华、

茂松3个较为集中的经济社设

置2个入村检查站口。

“这3个经济社都是紧挨

着的，总户籍人数在800人左

右，统一设置设卡点也方便管

理。”随后，周三珠就将全身心

放在防控工作上。在党支部会

议和村民代表会上，他毅然表

态“要日夜坚守在一线，希望大

家监督我！”

1月 26日到 2月 4日期

间，周三珠发挥带头作用，每天

值岗超过13小时，带领经济社

党员、热心居民共同守好联防

联控第一线。据介绍，2月4
日以后，沙坑社区通过聘请专

人进行值岗，减轻党员及热心

居民高负荷工作量。但即便如

此，被人称为“拼命三郎”周三

珠仍坚持每天前往站口进行值

岗，协助调配防疫物资。

在返工潮来临前，周三珠还

及时向社区党委提出24小时值

岗制度建议，防止疫情进一步扩

散。“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如果

深夜有从疫情发生地返回的外

来务工人员进入社区但没有任

何测温记录，前面所做的坚守都

白费了。”自2月2日起，沙坑社

区各经济社入村检查站口已全

面启动24小时值岗。

■
特
写

●“拼命三郎”党支部书记
日均值岗超13小时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狮山

罗村涌现出一批热血儿郎，他

们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参与社

区疫情防控工作，身体力行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1月23日，狮山罗村社区

“96后”返乡党员甘炽钊从深

圳返回罗村过节，刚毕业的他

开始像大多数人一样，遵循政

府的建议待在家中，但疫情的

严峻形势一直牵动着他的心。

1月31日，甘炽钊主动请

缨，报名参与罗村社区24小时

三班制防控值岗工作。“我是年

轻党员，这时应该站出来坚守

一线，而且年轻人的抵抗力也

强一些。”甘炽钊说，平时他比

较少参与村中事务，现在能尽

自己的努力为村里承担一份责

任，是党员应尽的义务。让甘

炽钊欣慰的是，家里人非常支

持他的决定，只是叮嘱他时刻

做好消毒防护。

在抗击疫情的紧迫形势

下，甘炽钊至今连续多日坚守

岗位，负责对罗村社区甘坑村

设卡点的值守，对符合出入条

件外来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和信

息登记工作。

在这场“战疫”里，狮山罗

村还有许多像甘炽钊一样的

“90后”冲在抗击疫情的一线，

如返乡党员周铭光“驻守”在芦

塘社区设卡点、返乡党员冯淑

君帮助社区在小区张贴防控宣

传单张。他们也是父母眼中的

孩子，但却展现出新时代年轻

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96后”党员
主动请缨奋战防控一线

56名机关工作人员“火线救急”

C 真情守护

D 合作共赢

无职党员为一线防疫人员送温暖

A 党建引领

织密疫情防控“责任网”

B 担当使命

超950名党员志愿者争当防疫先锋

坚守防疫第一线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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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镇委委员狮山镇委委员、、罗村社会管理处党委书记罗村社会管理处党委书记、、主任李浩辉主任李浩辉（（右二右二））在穆院社区了解疫情防控工作推进情况在穆院社区了解疫情防控工作推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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