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8日袁 市政协副主席尹
长友到铜井镇看望坚守岗位的工
作人员袁现场督导疫情防控工作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袁县政协
主席刘正生等陪同遥

督导组一行先后到丰收村尧
莱坪村尧大张庄村尧珠宝村尧树仁
里村尧三山沟村袁得胜食品尧竹泉
村尧石崇崮大院等实地走访袁督导
镇村尧企业尧景区等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情况遥
尹长友指出袁 要进一步落实

责任尧强化举措袁科学调度尧严密
防控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作
用袁以村尧社区为重点做好返乡人
员尧密切接触者等排查监测袁加强
疫情科学防控知识宣传普及袁筑
牢疫情防控的基层防线遥 企业要
针对节后复工尧 外来人员增加的
情况袁制定有效措施袁切实落实防
控工作遥 各景区要加强疫情防控
宣传袁严防死守袁防止人员流动袁
确保疫情防控情况稳定遥

尹长友来我县现场督导
疫情防控工作

1月 28日袁 县委书记姜宁现
场督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遥

姜宁先后到城区东城丽景尧
阳都尧龙城华庭等居民小区袁界湖
街道东西明生村进行实地查看袁
详细了解了各有关部门对疫情防
控方面采取的措施袁 并对下一步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遥

姜宁要求袁 各相关部门要形
成合力袁 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

防控袁细化完善防控预案袁认真做
好各项准备工作袁 提高应急处置
能力曰要配足配强医疗救治力量袁
有力有效做好疑似病例排查尧隔
离和诊治工作曰 要加大卫生健康
和疫情防控科学知识的宣传袁引
导市民最大限度减少外出袁 尽量
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袁 切实提高
社会公众的自我防护意识袁 推动
全县疫情防控工作稳步推进遥

姜宁现场督导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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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1月 23日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
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袁听取我县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汇报袁安
排部署相关工作遥
会议指出袁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

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袁以对

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袁落实落细各项
防控措施袁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遥
会议要求袁要发挥好村级组织的作用袁

围绕重点人员托清底子袁积极完善应对方
案和措施遥 要坚持科学防控袁严格落实各

项防控措施遥 要配强医疗救治力量袁加强
医务人员专业知识培训袁切实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遥 要加强疫情防控组织领导和督促
落实袁强化值班值守袁及时消除疫情隐患遥
要加强有关科普知识的宣传解读袁积极回
应群众关切袁正面引导社会舆论袁坚决维

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袁确保人民群众度过
一个安定祥和的春节遥
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遥 县政

协副主席高海梅列席会议遥

县政府常务会召开

1月 27日袁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袁
听取全县防治新型冠状病毒工作情况汇
报袁安排部署下步工作任务遥 县委书记姜
宁主持会议并讲话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
德士袁县委副书记徐涛尧张雪敏出席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袁统一思

想袁充分认识严峻形势袁落实一级响应措

施袁全面升级应对工作袁坚决打赢打好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场硬仗遥 要突出
重点袁强化责任袁坚决把联防监控各项措施
落实落细袁重点抓好摸清底子尧人员管控尧
专业隔离治疗尧舆情引导尧市场供应等环
节遥要减少人员流动聚集袁重点人员分级管
控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遥 要严明

纪律袁担当作为袁群策群力袁及时调整完善
应急工作机制袁畅通信息渠道听取群众建
议袁合力打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遥 要
全力以赴共渡难关袁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
督导袁主动研究分析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袁不惜代价不讲条件袁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各项保障工作遥

县委常委出席会议袁 县人大常委会主
任麻建东袁县政协主席刘正生袁县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
人列席会议遥

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

新华社北京 1月 27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尧国家主席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7
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袁在当前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严峻斗争中袁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
于一切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团结带领广

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袁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尧同舟共济尧科学防
治尧精准施策的要求袁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
争第一线高高飘扬遥
习近平强调袁 各级党委要科学判断形

势尧精准把握疫情袁统一领导尧统一指挥尧统

一行动遥 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守岗位尧靠前指
挥袁做到守土有责尧守土担责尧守土尽责遥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袁 广泛动员群众尧组
织群众尧凝聚群众袁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

施袁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遥各级党委要
在这场严峻斗争的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袁
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尧 干部在危难时刻挺身
而出尧英勇奋斗尧扎实工作袁经受住考验袁紧
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遥

习近平指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依靠人民群众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1月 26日袁全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处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遥 县
委书记姜宁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士出席
会议遥
会议指出袁当前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正处于防控关键期遥 全县各级各

部门务必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袁 坚决克
服麻痹和侥幸心理袁 深刻认识疫情防控的
严峻性尧复杂性袁主动作为尧积极应对袁切实
把疫情防控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袁 有效遏
制疫情发生遥
会议要求袁 要利用各种形式加大宣传

力度袁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认知度袁坚持群
众路线袁着力营造疫情防控的强大声势遥要
压紧压实基层责任袁逐户排查外来人员袁托
清底子曰要迅速排查各类节庆活动袁采取果
断措施遥 要强化纪律作风袁严查不作为尧慢
作为袁加强物资储备调度的同时袁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流动袁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
仗遥
会上袁各乡镇渊街道冤尧开发区和部分县

直部门作了疫情防控工作汇报遥
县领导王立忠尧祖丽梅尧杨玉环尧高兴

先尧暴学清出席会议遥

全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处理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1月 27日袁 市委常委会召开
扩大会议袁 专题研究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遥 县
委书记姜宁袁县委副书记孙德士袁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麻建东袁 县政
协主席刘正生袁县委副书记徐涛尧
张雪敏等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在沂
南分会场收看会议实况遥

会议要求袁 要全面摸排袁按
照 野宁可十防九空尧 不能失防万
一冶的原则袁下沉基层一线袁对重

要关口细查严控袁 对村庄社区滚
动排查袁 对排查出的人员实行管
控隔离袁做到野县不漏乡尧乡不漏
村尧村不漏户尧户不漏人冶袁把疫情
防控的底子精准拖出来遥 要严管
严控袁坚持野应隔尽隔冶原则袁坚持
关口前移袁努力减少人员流动袁密
切关注潜在风险人员袁 重点管控
人员密集场所袁 严格监管活禽交
易市场袁降低疫情发生风险袁坚决
防止疫情蔓延遥

我县组织收看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

近期袁 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
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袁牵动着亿万人人民的心遥
在当前严峻的时刻袁 我会按照省
红十字会尧 市红十字会的统一部
署和县委尧县政府的具体要求袁为
弘扬人道精神袁 汇集社会爱心力
量袁现向社会各界开展爱心捐赠遥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院
所有通过我会捐赠款物除捐

赠人指定意向捐赠湖北省或武汉
市外 渊由我会对接临沂市红十字
会向湖北省红十字会尧 武汉市红
十字会进行转送冤袁均用于我县疫
情的防控工作袁由县委尧县政府疫
情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使用遥 请
所有捐赠人进行捐赠时务必标注
野沂南疫情+联系人+联系方式冶

或 野湖北疫情+联系人+联系方
式冶袁以便进行区分遥
捐款方式院
渊一冤银行转账
户 名院沂南县红十字会 开

户行院 建设银行沂南支行 账
号院37001828001050001390 (用途
请注明野沂南疫情+联系人+联系
方式冶或野湖北疫情+联系人+联
系方式冶)

渊二冤现金捐款
地址院 沂南县振兴路东首志

华大厦 A 座 渊志华宾馆冤13 楼
1323室 渊现场开具公益事业捐赠
票据冤

沂南县红十字会捐赠咨询电
话院0539-3230816

沂南县红十字会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开展社会爱心捐赠公告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一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发而至，严重威胁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对疫
情防控这场硬仗的考验，我县同全国一样，
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决策部署，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科学制定周密方案，
积极开展联防联控，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全县人民同心协力，众志成城，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这场阻击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也是社
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是一
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这是一场保卫人民生
命安全的战役，这是一场只须胜利没有其
他选项的硬仗。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县各级

各部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出发，思想
上高度重视，行动上坚决落实，充分认识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

性，做最坏的打算、最充分的准备。宁可十
防九空、不能失防万一，坚决克服麻痹懈怠
思想。要提高认识，担当作为，把思想认识
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上来。要
突出重点，强化责任，坚决把联防联控各项
措施落实抓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
面进入“战备”状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
这场硬仗，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必须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必须加强统一领导、统一指
挥，求真务实、敢于担当；必须以过硬作风
扎实抓好每一个细节、把控每一个环节，真
正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全县各级要
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紧
盯车站、商场、医院等重点区域，强化联防
联控力度，全面摸排核查，真正控制住传染
源，切断传播途径。要立足“早发现、早报

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汇聚优质医
疗资源，备齐备足防护用具和医疗救治物
资，确保疫情防控保障有力。什么样的态
度、什么样的作风、什么样的作为对待疫情
防控工作，是检验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
部初心与使命的试金石，要全面落实防控
责任，周密做好应急预案，普及疫情防控常
识，及时公布有关信息，切实增强战胜疫情
信心。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县人民

必须高度重视，放下侥幸心理，树立战胜疫
情的信心，做好疫情防控和自我保护工作。
疫情到来已是不争的事实，惧怕解决不了
问题，恐慌只会自乱阵脚。新型冠状病毒
肆虐很凶猛，疫情防控形势也的确十分严
峻，但也绝没有到了闻之色变草木皆兵的
程度。危难时刻，信心比黄金更可靠。一些
治愈案例表明，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仍可防可控可治。我们应当满怀
信心和勇气，不回避、不退缩，积极面对、科

学应对汹涌而来的疫情。当前，随着疫情的
蔓延，谣言也“乘虚而入”，各大网络平台
上，真假信息齐飞，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
“谣言止于智者”。事实证明，理性平和的心
态是战胜疫情的重要法宝。当下正值春节
假期、阖家团聚之际，要做到不拘泥于成
俗，勤洗手、常通风、出门戴口罩、不随地吐
痰、不吃野味，不到人员密集的场所，不组
织、不参与各种聚会，安安心心待在家里，
少一点闹腾，多一分安守，感觉不适及时就
医，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对社
会负责。
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重于泰山。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事关人民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已成为当前最紧迫、
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只要我们按照中央、省
市委决策和县委部署做好工作，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上下同心、众志成城，我们必将
赢得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面胜利！

上下同心 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〇本报评论员 岳希利

1月 27日袁市委常委尧组织部
部长姜仕礼袁 市政协副主席尹长
友一行来我县督导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遥 县委
书记姜宁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
士袁县政协主席刘正生袁县委副书
记徐涛陪同遥
姜仕礼一行听取我县疫情防

控工作情况汇报袁 现场查看了锦
绣花园小区疫情防控和辛集卫生
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定点
医院使用情况遥 姜仕礼对我县前
期的做法给予了肯定袁 特别对我
县发动群众尧 发挥网格作用等联
防联控的做法比较满意遥
姜仕礼指出袁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事关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袁 要高政
治站位袁强化防控组织体系建设袁
坚决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委尧市
委部署要求袁 要认真落实好省委
办公厅尧省政府办公厅叶关于进一
部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人通知曳 提出的十
七条措施袁以最坚决的态度尧最严
格的措施尧最果断的行动袁坚定把
党中央和省委尧 市委的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遥要科学提前谋划袁做好

物资供应保障遥 既要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药品
器械的保障袁 特别是要保障群众
所需的口罩尧消毒液等供应袁又要
做好群众生活所需的蔬菜尧面粉尧
肉类等供应遥 既要做好生活用品
安全保障袁 又要防止哄抬物价行
为发生袁确保供应平稳遥要加强督
导检查袁抓好措施落实遥县里要成
立督导检查组袁 检查各乡镇 渊街
道尧开发区冤尧各单位一级响应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袁 督促各单位切
实履行属地责任袁 将压力层层传
导到下去袁强化群防群控尧联防联
控袁野宁可十次空尧 不可一次松冶遥
从明天开始袁市里也要派督导组袁
市尧县督导组要结合起来袁做到督
导全覆盖袁分头到各乡镇尧村居袁
做到每个乡镇必去尧 每个村居必
到遥要严格执行标椎袁加快定点医
院改造进度遥 要按照传染病医院
建设标椎袁 加快辛集卫生院定点
医院负压病房建设袁 配备好医疗
器械设备遥要与厂家搞好联系袁负
压救护车要尽快到位遥

县领导朱祥法尧高兴先尧暴学
清参加活动遥

姜仕礼一行来我县督导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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