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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佛山市南海必得福

无纺布有限公司党支部（简称

“必得福党支部”）带头响应，先

后两次通过九江慈善会向九江

医院、沙头医院医护工作人员

及镇内15所中小学、幼儿园教

职 工 合 计 捐 赠 130000 多 个

KN95和N95口罩。

作为今年九江镇“两新”示

范党组织，必得福党支部在抗

击疫情面前责无旁贷、积极作

为，把防疫工作放在首位，积极

贡献企业力量。“疫情防控既是

国家的责任，也是社会、企业和

个人的责任。”必得福党支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必得福党支部，九江

镇“两新”示范党组织也纷纷加

入疫情防控工作之中。承林家

具有限公司党支部快速组建一

支15人志愿者团队，在5月30

日支援核酸采集工作，协助员

工及群众维持核酸采集秩序，

指导登记流程，让核酸采集和

检测工作快速有序地完成。

而广东远航酒业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则捐出 60 多顶帐篷

到九江镇各社区的核酸采集

点，为现场医护人员、社区工作

人员改善现场工作环境，为参

加核酸采集的市民挡风雨、避

酷暑。

九江镇党委委员霍丽嫦表

示，正处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九江镇两新党组织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资

金、物资和人力等方面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贡

献力量。

全镇大规模核酸检测工

作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九江

镇党员冲锋在前，基层党组织

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群众同

心抗疫，为群众排忧解难，汇

聚成基层防疫的关键力量。

他们是连夜奔赴抗疫一

线的医务人员，他们是披星戴

月守护家园的公安民警，他们

是严防漏洞严查关卡的社区

工作者，他们是不惧风雨服务

群众的志愿者……疫情当前，

广大党组织和党员闻令即动、

冲锋在前、英勇奋战，构筑起

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

在镇一级层面，九江镇班

子到挂点联系村（居）督导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带领社区干

部和机关支援干部冲在一线、

干在一线。九江镇主要领导

亲自抓、亲自部署，迅速构建

以上率下、坚强有力的防控体

系。

与此同时，驻点直联团

队、分片指导组、后勤保障组

等工作组也积极协助村（居）

开展核酸检测、信息登记、现

场引导、维持秩序、心理疏导、

搬运物资等工作，把初心写在

行动上，把使命落在岗位上，

以守土尽责的担当深刻诠释

着党员的初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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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冲在前 疫线显担当

5月底以来，南海区委区

政府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

强调再部署，强调要毫不松

懈，把疫情应对处置一抓到

底。九江镇闻令而动，第一时

间传达部署，以“快、严、实”的

硬举措，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

施，持续筑牢“外严防输入、内

严防反弹、严防再输出”严密

防线，切实筑牢村（居）“防疫

墙”，把好村（居）“防疫关”，坚

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硬仗。

“党员要带头扛起政治

责任、带头开展政策宣传、带

头落实防护举措、带头做好

舆论引导……”5月29日，一

封由九江镇党建办发出的

《党员当先锋 筑牢防疫线—

致九江镇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党员的倡议书》迅速刷爆了

九江党员干部的朋友圈。该

倡议书号召全镇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迅速投身防疫一线，

带头冲锋一线、带头宣传引

导、带头科学接种、带头做好

防护，按照市委、区委部署要

求，坚决扛起疫情防控政治

责任。

在收到倡议后，九江镇近

千名党员干部纷纷响应，投身

疫情防控工作中。连日来，九

江镇的党员干部一呼百应，成

为“最美逆行者”，奋战在九江

各个领域的防疫一线，哪里任

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

有力的领导、哪里就有党员当

先锋作表率，让党旗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高高飘扬。

近日，南海区开展了大规

模核酸筛查，严格社区管控，

全力和病毒赛跑。“大规模核

酸检测工作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的党员干部要带头，把各

项工作做好做细。”在6月3日

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工作会议上，九江镇委书

记徐永强表示，所有党员干部

要主动担当、挺身而出，面对

急难险重任务，必须豁得出

来，顶得上去，以实际行动践

行党员的初心和使命，高效开

展好核酸检测工作。

“这里环境好、位置

好、服务好，方便大家进行

核酸检测。”6月5日下午，

在九江镇水南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做完核酸检测的崔

姨连说了三个好。

检测工作开始以来，水

南社区将检测点“搬”进了

党群服务中心，让群众就近

检测，累计完成采样2000

多例。“中心面积大、功能

全，群众也很熟悉，非常适

合开展核酸检测。”水南社

区党委书记崔永成说。

自2020年疫情发生

以来，九江镇各级党群服

务中心守望相助。无论是

风雨兼程奔赴一线的逆行

者、奋战在疫情防控线上

的志愿者，还是普通的居

民群众，在这里都可以感

受各种温暖，党群服务中

心成了名副其实的回应群

众所需所盼的“红色港湾”。

困难之下，党群服务

阵地挺身而出。平时党员

群众的“家”，成了抗疫一

线的“红色堡垒”。

在九江镇下西社区，

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作

为组织开展大规模核酸检

测的“应急作战平台”和

“后勤保障平台”，积极有

序推进检测工作；在南方

社区，将党群服务阵地变

为疫情防控物资的“中转

站”，为基层防控力量提供

源源不断的保障；在海寿

村，采取“线下组织＋线上

调度”模式，及时对辖内疫

情防控工作进行统筹指

挥，以通过微广播等手段

全力保障疫情防控调度服

务工作……

九江镇迅速将全镇

27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和多个街坊会等党群服务

阵地打造成为抗疫服务中

心，及时提供防疫检测、物

资供给、力量调度、宣传教

育等保障服务，打通疫情

防控“最后一百米”。

“用活、用好阵地，使

之真正成为党和群众信赖

的家园。”九江镇党建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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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社区
整合多方资源 筑起疫情防控防线
在下西社区稔一经济社核

酸检测点，一抹抹流动“红马

甲”十分抢眼。党员志愿者以

细致入微的服务让参检群众感

受到关怀，从宣传讲解、维持秩

序，到采集人员信息、调配运送

防疫物资……在每一处一线岗

位上，都能看到他们奔波忙碌

的身影。

“阿婆，我带你进去。”工作

人员看到行动不便的老人来到

现场后，第一时间指引老人进

行做核酸检测，现场群众纷纷

为这样的做法点赞。“年纪那么

大还支持防疫工作，作为年轻

人更应该做好。”市民张如钊

说，要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幼

的优良传统。

“各位村民，请大家按顺序

到指定地点检测，出门要戴好

口罩……”在现场，下西社区

党委书记张仕成变成了“行走

的大喇叭”，带领本社区党员干

部、志愿者，在检测队伍中来回

走动，拿扩音器向居民一遍遍

宣传喊话，提醒居民要扫二维

码进场，保持好一米距离。

为做好核酸检测工作，下

西社区在工作开展前，除了通

过微信公众号、工作群发布信

息外，还发动经济社书记、社

长、妇联骨干、街坊会、党员志

愿者落户派发宣传单张，确保

核酸检测工作能高效开展。

九江公安
撑起一把防疫“平安伞”

在各个核酸检测采样点，

九江公安挺身而出、冲锋在前，

一个个刚毅的身影活跃在抗疫

一线，一帧帧精彩的感人画面定

格在镜头之间。被汗水湿透的

衣服、长时间站立肿痛的双脚、

连续说话嘶哑的喉咙……九江

派出所警辅人员用无怨无悔的

坚守，为九江撑起了一把防疫

“平安伞”。

6月4日一大早，九江派出

所副所长卢荣亮带队到辖区欧

浦钢材核酸检测采样点检查落

实安保工作，由于现场下起了大

雨，群众纷纷找地方避雨，造成

现场大量群众积聚，为及时疏导

群众，卢荣亮根据现场实际情

况，带领民警程富祥摆放铁码、

拉起警戒带，以厂企为单位，分

批次安排厂企进行核酸检测，确

保核酸检测采样点安全。

与此同时，正在核酸采样

点执勤的九江派出所洛口社区

民警中队民警郭柱华看见一位

行动不便的老人前来验核酸，

他立马上前搀扶，并为老人开

通绿色通道，待老人检测完毕，

又细心扶老人上车离开，获得

现场群众点赞。

由于场地限制原因，九江

镇沙头南金一核酸采样点设置

在文化楼二楼，上下只能走楼

梯。遇到走路不便的老人家、

残疾人，沙头社区民警中队辅

警陈海华都发挥他“大力水手”

的角色，主动上前搀扶。

两天时间累计 28 小时的

安保服务，陈海华帮助过的老

人和残疾人近 30 名。炎热的

高温加上高强度的“体力活”，

让陈海华汗流浃背，制服都被

汗湿了。

据介绍，检测工作开展期

间，九江派出所229名党员民警、

辅治人员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全

员在岗在位，投入到核酸检测的

各项安保工作中，全力维护全镇

42个核酸检测点的安保秩序。

“两新”党组织
人财物全方位支持防控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通讯员陈国杰 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民警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帮助。

■志愿者在核酸检测采样点为市民提供指引。

■民警与志愿者一起摆放铁马，维护现场秩序。

■必得福无纺布有限公司捐赠防疫物资。

■志愿者

在沙口社

区搭建帐

篷。

6月7日，高考倒计时归零。九江镇的3000多名考生奔

赴考场，迎接人生中的重要一战。

如果说疫情也是一场“大考”，九江镇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共产党员也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在疫情防控一线，党员志愿者红马甲和鲜艳夺目的党旗被不少市民亲切地称为“安心红”。因为人们知

道，在关键时刻，党员干部是扛大旗的先锋，党组织是坚不可摧的堡垒。

而今，疫情当前，九江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闻令即动、冲锋在前，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以实

际行动将初心镌刻在抗疫一线，为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作出生动注脚。

仅用了两天时间，九江镇就为全镇近25万常住人口完成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