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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呼百应齐抗疫 凝心聚力护平安
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里水一批党员冲锋在前逆行一线

里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成立于2017年，现有党

员26人，实行了“全科医学+”医共体模式，通过链接镇内专业

优质的医疗资源，以“传、帮、带”的方式对中心全科医生进行培

训，将医疗技术带到镇内每一个村（社区）当中，进一步提升了

里水医疗服务水平，优化了里水居民的就医流程和就医体验。

在党建引领下，里水派出

所党委积极主动作为，在日常

工作特别是疫情防控以来，出

动无人机助力疫情防控，探索

智慧新警务应用，取得了良好

成效。

6月10日至13日，里水

镇得胜村实施封控管理。为

了更好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里水派出所主动对接高科技

手段，积极探索智慧新警务模

式，将警用“无人机”发展成为

了抗疫一线特殊的“防疫员”，

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逻

防控工作。里水派出所副所

长，党员李锦新特地组织了综

合室熟悉无人机操作的民警

与社区警务中队熟悉得胜村

内情况的警辅人员搭档，对封

控区域进行常态化无人机高

空巡查。

随着警用“无人机”疫情

巡查体系的建立，里水派出所

已经形成了“空中+地面”的立

体巡逻模式，实现了巡查全方

位、无死角，达到了疫情防控

工作与日常巡逻的有机结合。

据悉，里水派出所辖区接

壤广州、产业结构复杂、常住

人口激增。通过创新工作方

式，围绕后疫情时期治安形势

和违法犯罪特点，全面提升了

打击违法犯罪效能，营造严

防严控的浩大声势，护航辖

区百姓平安，取得了良好效

果。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里

水派出所完成系列重大安保

维稳硬仗零差错零事故，刑

治警情同比下降9.8%，“八大

专项行动”成绩名列全区前

列，社会治安平稳向好。

不仅如此，疫情防控以

来，在路面巡逻、核酸采样、疫

苗接种等场景，均可见民警身

影。里水派出所党委全面整

合警力，实行24小时工作制，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原

则，强化与卫健等部门协作配

合，迅速在镇内启动疫情防控

勤务，累计投入警力15000余

人次，积极协助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里水涌现了大批走在前列、勇敢担当的党组织。有荣获佛山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

里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有获得南海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里水派出所党委、悦园小区党支部。在基层党

组织引领下，一批党员冲锋在前，大胆创新，他们一呼百应，凝心聚力，护佑里水人民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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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防疫关
优化“医”体验

推动医疗技术基层化
“服务好、质量好、群众

满意”，这是里水社卫中心面

向社会的公开承诺。对此，

里水社卫中心党支部以社区

共建为平台、以居民需求为

导向，始终把“满意”作为创先

争优活动的落脚点，将为民

服务、创先争优与推动卫生

事业发展相结合，全力打造

服务品牌。

有困难，有方法，共探

讨，齐深化。里水社卫中心

党支部每周都会组织26名党

员，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召开

总结会议，围绕“优化就医流

程，改进服务质量”，共同探

讨、改善各类方案和创新做

法，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快捷

而人性化的服务措施，并推

行了健康小屋、家庭医生服

务、0-100周岁健康人群管

理体系等创新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里水社

卫中心实行了“全科医学+”

医共体模式，通过链接镇内

专业优质的医疗资源，以“传、

帮、带”的方式对中心全科医

生进行培训，将医疗技术带

到镇内每一个村（社区）当中，

进一步提升了里水医疗服务

水平，优化了里水居民的就医

流程和就医体验。

里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服务人口约42万人，主要承

担里水镇40个村（社区）的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一般常

见病、多发病等基本医疗服

务。目前，该中心共组建了40

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居民与

家庭医生签约达38000人，基

层医疗覆盖率达100%。另

外，为了更好地推进0-100周

岁健康人群管理体系，里水社

卫中心在全镇共铺设了19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点，供市民在

家门口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党员时刻待命抗疫
6月27日至29日晚，里水

镇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测顺利

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29日晚11时37分，在驾

车回家的路上，一通电话打到

了里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

支部书记袁文辉的手机上，让

他立刻打起了转向灯调头。

“好的，我明白了，我们立

刻出发赶往现场……”原来，

他收到了疫情防控指挥部发

来的通知，居住地在里水的市

民小丽（化名）为重点排查对

象，需要马上出动一支医护队

伍到现场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并做好相应的防疫措施和处

理工作。

“你还能上吗？”“没事，辉

哥我随后就到……”在袁文辉

发送信息后，不到15分钟，里

水社卫中心的张燕生、吴永生

等3名党员、2名护士主动报

名参加行动，组成了一支临时

却高效的队伍。在袁文辉的

带领下，他们在凌晨12时整

装出发，并于凌晨3时32分顺

利完成核酸检测。

“不论任务有多紧急、多

危险，里水社卫中心总会有党

员第一时间站出来。”袁文辉

说，里水社卫中心26名党员

分派在中心各重要科站，并实

行了24小时党员轮流值岗制

度，每晚至少1名党员医护值

岗待命，这不仅是保障了各项

医疗系统有序运行，也能随时

应对各类突发的紧急情况，更

快作出应对和部署。

在疫情防控期间，他们敢于攻克困难，在基层医疗服务

上勇于摸索新思路。在人民眼中，他们不仅是值得尊敬的

白衣战士，也是大家口口相传的“好医生”。里水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党支部通过守好防疫关，优化市民就医体验，让里

水每位市民共享健康红利。

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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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里水派出所委员会（简称里水

派出所党委）现有党员175人，下辖10个党支部，通过加强党建

规范化建设和开展队伍教育整顿，里水派出所党委及下属各支

部全体党员“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的思想进一步筑牢，为圆

满完成各项公安工作任务夯实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和政治保证。

硬核科技抗疫
精准防控无死角

加强党建阵营建设 提升党员素质
在里水派出所的文化驿

站，《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书

籍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不少民

警在工作之余最爱到这休闲，

翻看一下党建类的书籍，不仅

可以增强党性，还可以收获知

识，利于今后工作开展。

加强党建阵地建设是里

水派出所党委一直强调的党

的建设内容，10个党支部均设

置党员活动室，在会议室、办

公区、文化驿站设置党建文化

墙，营造深厚氛围，突出党建

特色，涌现了大批先进个人。

拉开民警黎永权的抽屉，

会发现里面躺着几本颜色类

别不同的笔记本。在其中一

本笔记本上，他记录着党章及

派出所定期组织开展的党课

中讲述的主要思想论述。

详实的记载和工整清晰

的字迹，还原的是一位老党

员、老民警赤诚的从警生涯和

心路历程。“每次听党课、抄党

章，都让我觉得离党很近。”黎

永权称，记录党的重要言论这

一习惯，他已保持了36年。

在1984年入伍之后，黎

永权便递交了入党申请，因表

现优异，他成为同期第一批为

数不多的入党人员之一。“很

光荣！入党那天，我都高兴得

睡不着觉。”对黎永权来说，入

党是他一辈子最大的心愿。

近日，里水派出所党委荣获南海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

号。在此背后，是其10个党支部、175名党员自觉用实际行

动阐释新时期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的深刻写照。

小档案

积极探索智慧新警务应用

悦园小区党支部始终坚

持党建引领，一心为群众办实

事，近年来，该党支部急居民

之所急，充分发挥党的“末梢”

组织力和行动力，紧盯急难愁

盼、挖掘内部资源、整合社区

支持、统筹社会力量、借助上

级协助，发动居民参与建设

公共事务的能动性，通过项

目审批、投票公示、施工验收

等步骤，使困扰小区6年之

久的主出入口电梯问题得

以圆满解决。

刘睿介绍，该党支部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的作用，广

泛发动楼长力量，挨家挨户

征求业主意见，奔走一个多

月，最终才把全部1400多

户业主意见收集完毕，超过

八成业主同意使用小区公

共收益来更换升降梯。

2020年8月顺利落成启用。

2021年4月，党支部参

与小区综合治理建设，牵头

组建小区融合圆桌议事会，

主动开展居民动员会，招募

热心居民参加楼栋居民代表

竞选，通过公开选举投票选

出23名楼栋议事代表。悦

园小区作为首批里水镇住宅

小区探索居民议事平台试点

小区，党支部主动担当，搭建

居民议事平台，为推进创建

“融和小区”做出很大贡献。

除了组建各种服务队

外，党支部还跟社区及各个

部门沟通，为接送学生车辆

搭建了停车雨棚，翻新了篮

球场、游乐场，改造了小泳

池，举办了各类志愿服务，

中秋有游园活动、节假日有

亲子活动，小区更融洽，居

民更和谐了，为里水城乡融

合发展凝聚更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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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海南洲社区悦园小区支部

委员会（以下简称悦园小区党支部）成立于2020年8月，共

有党员17名，均为小区热心业主，积极参与小区公共事务，

做到家有急事帮着干、邻里纠纷出面劝、小区大事带头办，

真正架起党员和群众的连心桥。

为里水城乡融合
发展凝聚合力

组建临时党支部抗击疫情
“自己的家园，我们自

己来保护！”刘睿是悦园小区

党支部书记、小区业委会主

任。去年疫情期间，里水镇

在全镇范围内设立小区临

时党支部，刘睿受社区党委

委托，担任悦园小区临时党

支部书记。他召集小区楼

长、党员、志愿者开展小区疫

情防控工作，对小区开展地

毯式排查，全面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后来，临时党支部

经过考验，顺利成为正式党

支部。

刘睿告诉记者，2018

年社区党委带领下，成立了

楼长制工作队伍，共有24

名楼长，他们都是热心小区

公益事业的业主代表。针

对疫情期物业公司人手不

够、小区人员排查繁杂等问

题，小区依托“ 楼长制”，短

时间内，组织发动了一批业

主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在刘睿的带领下，悦园

小区防疫工作实行24 小时

“三班倒”制度，闸口和监控

每天24 小时均有人值班，

守住小区大门、各楼楼门、居

民家门“三道门”。同时刘睿

还安排督促物业人员对电

梯、主要出入口进行每天消

毒处理，对电梯按键张贴防

护膜，一天做到四次消毒等。

近日，悦园小区党支部荣获南海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

号，在疫情期间，该党支部组织党员业主齐心抗疫，全面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日常工作中，急居民之所急，充分发挥

党的“末梢”组织力和行动力，紧盯急难愁盼问题，解决了

一批居民迫切解决的民生事，悦园小区也荣获了南海区社

区治理示范点、里水镇级红色业主委员会等称号。

小档案

发动各种力量改善民生

■里水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深入村中开展慰问活动。 ■民警利用无人机察看辖区疫情防控与治安情况。 ■悦园小区党支部号召党员参与选举居民代表志愿服务。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陈志健刘伟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