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实行小区封闭式管理

以来， 清镇市在严防死守各类卡点

的同时，采取“无接触” 配送的方式

加强民生服务，让市民购买的商品、

食材等能够安全及时送达， 让宅在

家里的市民生活舒心便捷。

2 月 11 日， 在清镇邮政分公司

的快递分拣部， 投递员王勇分拣出

自己配送区域的包裹后， 都要先对

包裹进行消杀，然后装车运输。 与以

往的投递方式不同， 王勇每到一个

投递点， 都有其他同事帮忙一起处

理包裹。 他们在小区门口搭建临时

分拣点， 然后通过电话一一联系客

户。 客户取走包裹前，他们仍要戴上

手套拆除包裹外包装， 进行消毒处

理，这需要花费以往 3 倍多的时间。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清镇邮

政公司坚决扛起基层网点的责任，

积极稳妥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同

时，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制度，并根据

政府部门防控疫情的要求，将管理人

员下沉到一线，做好清镇城区及 181

个行政村的投递作业，切实保证邮件

快件的安全及时投递。

同邮政服务一样，为避免居民外

出带来的风险， 清镇市农业农村、商

务、 综合执法等部门及产投公司，以

清镇市产投公司集配中心为平台，推

出线上蔬菜采购，为市民提供“无接

触” 配送服务，市民仅需扫描二维码

或通过拨打订购电话、发送短信等方

式下单，就能买到优质平价的蔬菜。

据悉，清镇市产投公司投入 8 辆

冷藏货车、4 辆箱式货车， 为居民进

行新鲜蔬菜的配送，每天的配送量可

达 100吨。配送的过程中，该公司对蔬

菜采选、分拣、包装等过程均进行了消

毒处理，保障市民买到放心蔬菜。

（通讯员 胡俯茂 李锦明）

清镇市———

“无接触” 配送服务

让居民更舒心

眼下立春已过， 庄稼人怎

能违背农时。 连日来，在做好当

前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清镇市

农业专家、农资商人、种植户等

纷纷忙活起来。 查看土壤墒情、

检查害虫越冬、筹备农资等成为

清镇农业战线上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备足农资 未雨绸缪

对于现代农业来说，充足的

“农资”储备显得更为关键。“在

粮种筹备上， 为避开疫情风险，

清镇市采取‘网络’ 方式申请备

案。 ” 清镇市农业农村局执法大

队队长李兆山介绍，清镇市 90余

家种子经营户中，已有 21家申请

网上备案， 目前已调运马铃薯、

水稻等主要作物种子 68450吨。

“清镇市现有肥料储备量

基本能够满足春季生产需要。 ”

清镇市农业农村局土肥站站长

王国坤对肥料储备做了计算，目

前清镇已经调运了化肥、 复合

（混）肥 1.14 万吨，加上农民自

备厩肥 55.5 万吨， 春季生产用

肥基本能够保证。

重大病虫害防治， 也是当

前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 清镇市目前已储备 9.8 万

元防控农药及药械物资， 可防

控 2 万多亩。 在绿色防控方面，

该市力争今年实现绿色防控覆

盖率达 35%以上， 统防统治覆

盖率达 42%以上。

田间地头 农机“闹春”

“据农机中心调查，我市现

有农机 1210 余台次投入春耕生

产。 ” 清镇市农机中心主任杨文

海介绍，近年来，该市积极落实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鼓励群众使

用农业机械，在一定程度上调动

了群众购买农机具的积极性。截

至目前， 全市共有农机 27120

台，农机总动力 35.61万千瓦。 仅

2019 年，清镇市完成农机购置补

贴资金 554090 元，补贴机具 450

台，受益农户 416户。

据介绍，目前，在清镇市的农

机销售商有 20 余家，其中，仅清

镇市便民农机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就有农机 1000余台待售。

为确保春耕期间农机作业

的安全高效，对农机具进行“体

检” 必不可少。截至目前，该市组

织工作组 130 余人次，专业检修

农机 270 余台次，检查拖拉机和

农用机械 163 辆次， 排查隐患 8

起，发放农机安全生产宣传资料

300 余份， 为春耕时期的安全生

产上了“安全带” 和“紧箍咒” 。

梯次生产 保供市场

2 月 6日，在清镇市站街镇坪

子村水淹坝蔬菜基地， 村民们有

的忙着采收新鲜蔬菜， 有的在整

理土地，准备新一轮蔬菜种植。 据

介绍，该基地总面积 3200亩，种植

有白菜、萝卜、莲花白等 7个品种

的蔬菜， 每个生产周期可生产各

类蔬菜 6000吨到 8000吨，全年产

量可达 24000吨到 32000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打响以来，清镇市作为

全省重要的蔬菜种植基地，全力

组织力量加班抢收、积极补种保

供应，目前蔬菜基地复工复产率

达到 90% 。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

蔬菜产品供应，基地在农业部门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采取“梯次

生产、梯次收获” 的种植方式，

最大限度利用土地产能。

为保障蔬菜运输顺畅，清镇

市向蔬菜生产企业、 合作社、种

植大户出具车辆通行证及外出

人员通行证，确保蔬菜运输车辆

和人员顺利通行。 此外，该市还

加强对上市蔬菜产品的抽查检

测，确保蔬菜质量安全。

不负春光， 不违农时。 面

对疫情，清镇市一手抓基地建

设, 助农增收； 一手抓市场保

供，保障市民“菜篮子” 平稳。

双管齐下，让市民的菜篮子满

满 ，菜农的钱袋鼓起来，为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好

坚实保障。

通讯员 胡俯茂 陈忠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统筹

本报讯 连日来， 清镇市通过

制定“一企一策” 工作方案，强化服

务指导和安全监管， 促进疫情防控

重点物资生产企业不停产、不停业，

为抗疫提供强有力的物资保障。

工作中，针对贵阳中精科技有

限公司在转产生产 84 消毒液中

工艺、 设备相关手续的变更等问

题， 清镇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

对企业安全生产进行指导服务，

及时了解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积极协调帮助企业解决

困难 ，确保尽快开展生产 ；针对天

使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周转资金不

足、原材料采购及用工需求难等问

题，清镇市主要领导带领相关部门

多次深入该公司了解情况，协调解

决，短期内帮助企业获得了 3000 万

元金融贷款， 使天使公司增加了 9

套医用口罩生产线，大大提高了产

能；贵州科伦药业有限公司也是这

次复产复工企业之一，为保障企业

生产和安全，清镇市应急管理局每

天对企业进行电话调度，每两天进

行一次实地安全检查，在保障企业

顺利复工复产的同时，确保生产安

全。

据悉，清镇市列为疫情防控重点

物资生产的企业共有 4 家，每天可生

产 84 消毒液 30 吨， 医用口罩 8 万

只，氯化钠和葡萄糖注射液 80 万瓶。

（通讯员 朱丽雯 刘璐）

清镇市“一企一策” 强化服务

全力确保疫情防控物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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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来自清镇市委组织部

的消息，连日来，清镇市广大党员通

过向所在党组织缴纳特殊党费的方

式， 为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力量。 截至 2 月 12 日，该

市已有 90 名党员缴纳特殊党费，共

计 102908 元。

抗击疫情需要众志成城， 在当

前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 清镇市广

大党员干部纷纷挺身而出， 通过缴

纳特殊党费的方式， 传递着爱的力

量，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作为党员

的初心和使命。 “现在国家有难，我

作为一名退休的老党员老干部，应该

为抗击疫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

献。 ” 贵州省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

勘查局一总队退休第二支部 82 岁的

老党员任明权，在向所在党组织缴纳

1000元特殊党费时这样说。清镇市中

医医院急诊科护士李筑湘在赴贵州

省疫情防控定点救治医院将军山医

院开展援助工作前， 将组织慰问的

2000 元作为特殊党费缴纳给所在党

组织。

据清镇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针对全市各级党组织收到的这

笔党费，清镇市将按照相关规定妥善

处理。 （通讯员 杨维）

清镇市 90 名党员———

缴纳特殊党费

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为做好复工返岗人员

的防控知识宣传，2 月 11 日，清镇市

站街镇中心卫生院组织相关医务人

员分别来到贵州广铝、西南水泥厂、

海螺水泥厂等辖区内 3 家大型企

业，先后为 80 多名复工返岗人员进

行新冠肺炎相关疾病知识培训，提

升返岗人员的防控知识和防控意

识。

培训会上，医务人员主要从新冠

肺炎的临床表现、预防、个人防护、消

毒等相关知识进行了培训， 并强调

外省和贵州省内发生疫情地区返岗

人员需要进行自我居家隔离 14 天等

相关规定。 同时，向培训人员传达了

清镇市人民法院、公安局等联合下发

的《关于依法处置新冠肺炎防控期间

二十种违规违法处理行为通告》，强

调单位和个人如有瞒报、漏报等违法

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 此外，医务人

员还与参训人员进行交流，耐心回答

他们提出的问题，提醒他们做好个人

防护，要戴好口罩、勤洗手等。

培训会上，医务人员还向前来参

加培训的人员发放新冠肺炎相关宣

传资料。 (通讯员 龚晓宏)

站街镇———

开展防控知识培训

助返岗人员复工

2月 8 日，清镇市国有粮食企业主动送货上门到红枫湖镇骆家桥村等地，

确保老百姓生活物资得到有效保障。 图为企业员工同村民一起搬运粮食。

通讯员 田茂生 摄

不违农时 不负春光

———清镇市抗疫不忘春耕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中， 清镇市数万

名医护人员、公安干警、基

层工作人员、 共产党员冲

锋在前， 积极投入到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

一个个鲜活的身影，

一个个感人的瞬间， 共同

汇成爱的长河， 激励着清

镇人民万众一心、 众志成

城， 共同构筑起疫情防控

的人民防线。

■放心！ “白衣天使” 守护一线

“现在疫情形势严峻，能够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感到很

激动、很自豪。” 2 月 11 日，清镇

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医师

杨通森说。 当晚，他与该院重症

医学科护士杨红、呼吸内科护士

谭筑检随贵州第四批援鄂医疗

队赴湖北支援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

此前，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科护士秦夏钰、许传君、余倩

已于 2 月 4 日踏上了支援湖北

的征程，践行着医护人员的担当

与责任；2 月 10 日，清镇市中医

院年轻护士李筑湘剪掉了及腰

长发，出征支援贵州省将军山医

院。

逆行者的身影应该铭记 ，

但留守者的艰辛也不能忘怀。

清镇市中医院隔离观察室护士

夏灵丽每到当班 12 个小时护

理结束时， 都会主动向护理部

主任陈志丹请求， 继续下一个

12 小时夜班坚守。 “我很清楚

她的想法，申请连续值班，一是

减少其他护士接触发热病人的

机会，降低感染风险；二是由于

每出入一次病房就要换一套防

护服，现在物资缺乏，可以不用

再换一次新的防护服， 为医院

节约一些费用。 ” 护理部主任

陈志丹说。

80 后、 90 后冲锋在前， 70

后也不甘示弱 。 清镇市中医

院 50 岁 的 护 士 申 志 平 和 她

年龄相仿的王秀珍 、 胡珊一

起， 主动请缨到卡点一线进

行值守。

在疫情防控一线， 还有像

妇幼保健院院长吉敏、 黄柿村

村医曹和金、 光明村村医高定

晏等无数每天默默奔波在抗疫

一线的“白衣天使” ，他们坚守

岗位、负重前行，守护着群众的

生命安全。

■安心！ 卡点筑起安全防护网

对于疫情防控， 清镇市按

照 “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 的

原则， 在各高速出口、 村寨入

口、小区入口等均设置了防控

卡点。

一顶帐篷、一张桌子、一个

登记本、一台暖风机、几个工作

人员就构成了防疫的前沿 “阵

地” ，24 小时不间断地对过往行

人和车辆进行检查，只为筑起一

道铜墙铁壁，守护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2 月 8 日 16 时， 连续十几

天没日没夜地开展新冠肺炎防

控宣传排查，奔走在辖区两个卡

点上的站街镇席关村党支部书

记杨建国， 累倒在卡点的临时

“病床” 上，但他打着点滴，仍坚

守在卡点。

值守台账显示了杨建国近

期的工作状况：2 月 5 日，白天

同村组干部深入群众宣传防

疫知识、张贴发放宣传知识清

单、劝说外省返乡群众做好居

家观察，18 时回到卡点值守；2

月 6 日，再次摸排全村村民近

期宴席举办情况并劝导延期

或暂停 ，19 时 30 分回到卡点

值守；2 月 7 日，组织村干部再

次排查外出返乡人员，15 时回

到卡点值守；2 月 8 日，上门查

看返乡人员居家观察情况，到

老人去世的村民家中协调从

严从快从简办丧事宜，15 点前

往劝返点检查劝导入村过往

车辆和行人……

杨建国成功说服两户村民

将婚宴延期、3 户白事从快从简

处理、排查过往人员和车辆若干

……

同样身为村干部的红枫湖

镇陈亮村党支部副书记妇联主

席易德琴， 在春节前下村开展

工作途中意外摔伤，本想趁春

节假期好好休息。 可是面对疫

情， 拖着伤腿的她毫不犹豫，

主动请战， 留守办公室， 继续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完成疫情

期间需要统计完善的各类信息

表格。

人心齐 ，泰山移 。 卡点一

线，在以杨建国 、易德琴为代

表的党员及干部群众的带动

下，93 岁的老党员姚志堂 ，群

众韩甲伦 ，勇敢少年李兴宇 、

马瑞星 ，回乡大学生王正美 、

冯吉雨 、 龙礼艳等等许许多

多的村民、 学生加入了疫情

防控一线的卡点值守队伍当

中。

■暖心！ 湖城大爱浸润人心

清镇市公交公司所有公交

车及 200 台出租车，在防疫期间

为参与防控的医护人员开辟绿

色通道，凭证免费乘坐。

清镇市中医院、清镇市妇幼

保健院为疫情防控一线干部职

工和敬老院的老人们赠送了

1500 多杯中药茶饮和 1300 多

袋中药液。

清镇市水务局为犁倭镇

犁倭村、右拾村及流长乡红岩

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联合卡

点，共送去 70 箱木炭及 40 箱

方便面。

清镇市卫城镇黎明村小寨

组的 6 位村民自己驾车，跟着导

航开了 80 多公里，将 2000 斤蔬

菜送到花溪区人民医院。

“我在王庄卖煤好多年了，

疫情防控我也不知道能帮上啥

忙， 虽然捐出的 5 吨煤可能是

我半年的纯收入， 但考虑到烤

着火， 值守卡点的同志就不会

太冷了， 送再多的煤也是值得

的。 ” 将煤炭无偿送到值守卡

点的煤炭个体零售户李佳如

说。

清镇市盲人协会会长李映

红一大早就敲开红新社区地

勘支部委员会办公室的门，将

盲人协会捐赠的 1200 元钱交

到吴支书手上。 他说：“当前，

疫情很严重，全民都投身在疫

情防控一线， 我们行动不便，

心里很着急， 很想出一份力，

国家有难，我们盲人也要有所

担当。 ”

环球车享贵阳汽车租赁有

限公司在了解到一些乡镇及单

位公务用车紧张的情况后，决定

向清镇市无偿提供 20 辆纯电动

共享汽车，助力清镇市“抗疫”

工作。

清镇市民宗局组织清镇市

苗族、布依族、彝族、仡佬族四

个学会的志愿者前往流长苗族

乡腰岩村、麦格苗族布依族乡麦

格村、王庄布依族苗族乡蚂蝗村

等偏远少数民族聚居村寨疫情

防控卡点，为疫情防控一线值守

人员送去价值 15000 元的方便

面、木炭、矿泉水。

清镇市站街镇鸡场村在

外经商回来的胡军抱着一箱

口罩来到村口劝返点，为火焰

山组的乡亲们捐赠了 1000 只

口罩。

暗流镇关口村身患残疾的

低保户陈明德到疫情防控监测

点，给值守人员送上瓜子、花生、

土豆等食物。

……

在清镇市疫情防控一线，这

样暖心的场面每天都在发生。因

为有了你们， 抗疫一线的 “战

士” 不再孤单；因为有了你们，

抗疫一线的“战士” 信心大增；

因为有了你们，抗疫阻击战必将

取得胜利。

通讯员 杨厚信

站街镇坪子村水淹坝蔬菜基地菜农在采收蔬菜。 通讯员 李齐 摄

2月 9 日，清镇市水务局党员干部为犁倭镇犁倭村、右拾村、红岩村疫情防控联合卡点送去方便面。 通讯员 胡俯茂 摄

心中有爱 香满湖城

———清镇市疫情防控一线的感人瞬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

和

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