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各级党组
织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依靠
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闻令而
动，冲锋在前，用文化的力量，用艺
术的担当，誓与全国人民一起抗击
疫情、共克时艰，用手中的笔、心中
的爱弘扬“抗疫”精神、礼赞英雄、
记录时代、祈福中国，创作出了一
幅幅真情实感的作品，为共战疫情
激发和凝聚起强大的艺术力量。现
将部分文艺作品予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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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尧省尧市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
署袁 全面落实山东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玉级响应袁切实防止疫情传播扩散袁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曳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曳等规定袁结合我县实际袁现
就省外来沂返沂人员实施主动报告和隔
离医学观察措施有关事项通告如下院
一尧 从省外来沂返沂人员应当第一

时间主动向居住地社区尧村渊居冤民委员
会或者小区物业电话登记备案袁 并自觉
严格实施隔离医学观察袁 观察时间自来
沂返沂之日起不得少于 14日遥

二尧公安尧卫健等部门尧乡镇渊街道尧
开发区冤以及村居尧社区尧物业等工作人
员到省外来沂返沂人员家中走访登记有
关信息的袁 被走访人员及其共同居住人
员应当积极配合袁如实报告相关信息袁并
主动接受健康监测服务遥

三尧省外来沂返沂人员如出现乏力尧
发热尧干咳等呼吸道症状袁应当立即拨打
120袁 经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就
诊遥

四尧凡不服从防控工作管理袁扰乱疫
情防控工作秩序或者阻碍国家机关尧医
疗防控机构工作人员依法履行防疫尧检
疫尧强制隔离尧隔离治疗等预防尧控制措
施袁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袁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曰构成犯罪的袁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遥

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病原体袁危害公共安全曰患有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或者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而拒绝接受检疫尧 强制隔离或
者治疗袁 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袁 情节严
重袁构成犯罪的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遥

五尧广大党员尧公职人员应当带头报
告本人尧 亲属和防控责任范围内省外特
别是湖北等重点疫区来沂返沂人员情

况袁隐瞒不报或违反上述规定的袁依纪依
法从严处理遥
六尧疫情防控期间袁广大群众要提高

自我健康保护意识袁不走亲访友袁不聚餐
聚会袁不到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活动遥 发现
未按照要求落实隔离措施等异常情况
的袁应当主动向居住地的社区尧村渊居冤民
委员会或者物业电话报告袁 形成全社会
群防群控的良好氛围遥
七尧建立热线咨询机制遥 群众如有疑

问袁请拨打肺炎疫情 24小时咨询电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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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南县肺炎疫情 24 小时咨询电话
城区咨询电话 0539-3775530
界湖街道咨询电话 0539-7900001
依汶镇咨询电话 0539-3801001
马牧池乡咨询电话 0539-3761001
岸堤镇咨询电话 0539-3741001
孙祖镇咨询电话 0539-3311001
双堠镇咨询电话 0539-3711001
青驼镇咨询电话 0539-3661001
张庄镇咨询电话 0539-3641001
砖埠镇咨询电话 0539-3621001
大庄镇咨询电话 0539-3551001
辛集镇咨询电话 0539-3541001
苏村镇咨询电话 0539-3851001
蒲汪镇咨询电话 0539-3721001
湖头镇咨询电话 0539-3881001
铜井镇咨询电话 0539-3821001
开发区咨询电话 0539-3259066

关于对省外来沂返沂人员实施主动报告和
隔离医学观察措施有关事项的通告

为认真贯彻落实山东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渊指挥部冤叶关于规范废弃口罩收集处置
工作的通知曳渊第 72号冤精神袁防止疫情
防控期间废弃口罩造成二次污染袁 现对
废弃口罩的收集处置工作通知如下院
一、设置专用收集设施
（一）设置要求
医疗机构尧疾控机构尧集中隔离场所

产生的口罩垃圾袁属特殊有害垃圾袁应该
严格按照特殊有害垃圾处置要求进行收
集处置遥 各乡镇渊街道尧开发区冤尧村居渊社
区冤尧居民小区尧相关公共场所尧机关企事
业单位要在醒目位置设置废弃口罩收集
桶袁用于废弃口罩的收集遥 收集桶应为黄
色的有害垃圾收集桶袁 暂不具备条件的
可用符合安全密闭要求的垃圾桶替代遥
在设置点的布置上要根据区域面积尧常
驻人口尧方便投放收集的原则进行设置袁
并注明渊用不干胶贴垃圾桶体冤废弃口罩
收集桶遥
（二）设置责任分工

1.各乡镇渊街道尧开发区冤院按照属地
管理的原则袁 负责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
位尧村居渊社区冤尧农贸市场尧联防联控点
废弃口罩收集桶的设置工作遥

2.机关企事业单位院负责本单位及其
家属院废弃口罩收集桶的设置工作袁各
有关主管部门负责督促落实到位遥

3.县城公共区域院由城市管理部门负
责城区道路尧公共卫生间尧公共场所废旧
口罩收集点的设置工作遥

4.城区居民小区院由物业管理公司负
责设置工作袁 县住房保障中心负责督促
落实遥 没有物业公司管理的居民小区由
属地乡镇渊街道尧开发区冤负责遥
二、积极引导规范投放废弃口罩
废弃口罩收集桶应该专门用于废旧

口罩收集袁 严禁掺杂生活垃圾遥 有条件
的袁收集桶内设塑料袋内衬袁避免废弃口
罩与容器直接接触遥 存在发热尧咳嗽等症
状的袁接触过类似症状人群的袁或联防联
控点的袁 必须将口罩先使用密封袋或保
鲜袋等密封袁然后丢入废弃口罩收集桶遥

有条件的可使用含氯消毒剂对口罩进行
消毒处理遥
三、收集和转运处置要求
（一）要做好收集人员防护和消杀工

作。各收集人员必须做好个人防护工作袁
收集时应佩戴好防护用品袁 并及时做好
消毒工作遥 要对废旧口罩收集桶内外尧周
边进行消杀工作袁 然后再将废旧口罩收
集至专用桶遥 每次清运前后要对专用收
集车进行消杀袁且做到对废旧口罩野日产
日清冶遥
（二）要明确收集、转运、处置责任。全

县所有医疗机构的废弃口罩自行收集尧
保管袁 并由指定的医疗废物处理机构进
行处理袁 不得私自混入生活垃圾进行外
运遥 各乡镇负责属地机关企事业单位尧村
居渊社区冤尧联防联控点的废旧口罩收集
工作遥 县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县城建成区
日常生活垃圾收集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尧
村居渊社区冤尧物业小区的废旧口罩收集
工作遥 各乡镇渊街道冤尧县城市管理部门要
安排专车将收集的废旧口罩转运至县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袁 直接进入投料大厅
进行卸车遥 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要对
投料大厅保持负压状态袁 每天进行两次
以上消毒袁 并安排专门的投料口用于废
旧口罩的卸车遥
四、强化宣传引导
各设置责任单位要于 2月 6日前完

成设置袁并通过微信平台尧宣传条幅尧村
村通大喇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废弃口
罩分类投放要求袁 引导广大群众在指定
位置定点投放废弃口罩袁 严禁与生活垃
圾进行混装遥 对于混装生活垃圾尧未设置
废旧口罩专用桶尧设置不规范的袁将严肃
追究相关单位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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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废弃口罩收集处置工作的通知

▲王士新作

孙其献 作

岳黎丽作

刘雷 作

▲国长城 作

▲郭峰 作

孟得胜作

高鉴省 作

高运义 作

▲王长玉作

2月 3日袁县委书记姜宁到铜井镇现场指导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遥

在认真听取铜井镇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后袁 姜宁强
调袁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袁要组织分配好人员力
量袁坚持不懈落实好群防群控袁进一步做好摸排工作袁托
清人员底子袁针对村居尧人员不同情况袁采取相应的管控
措施遥 同时袁要关心群众生活需求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遥
要发挥好村级组织作用袁充分利用广播喇叭尧微信等方
式加大宣传力度袁营造浓厚氛围袁切实提高群众防控意
识遥

姜宁到铜井镇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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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袁县委书记姜宁到团山庄尧卧龙小区现场
督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遥
姜宁一行到现场实地查看袁详细了解小区门卫设卡

登记检查尧疫情防治宣传尧重点人员管控等工作开展情
况遥姜宁要求袁各相关部门要做好重点人员防控工作袁重
视被隔离人员和社区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保障遥工作
人员要按照操作规范袁做好清洁消杀和防护袁科学有序
的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遥

姜宁到重点防控
小区现场督导

1月 31日上午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孟庆斌
来我县调研疫情防控和物资保供工作遥县委书
记姜宁陪同遥
在苏村镇康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袁孟庆斌

一行实地察看了企业生产情况袁听取了企业负

责人汇报遥他指出袁当前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处于关键管控期袁医疗物资紧缺遥 作
为医疗器械企业一定要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袁集
中力量袁扩大产能袁以源源不断的优质产品供
应医疗卫生单位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防控疫情

的需求遥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监管袁提供
好服务袁全力支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遥
在国道 313沂南防控检查点袁孟庆斌亲切

慰问了工作人员袁详细了解了相关情况遥 他强
调袁疫情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袁不能有丝毫麻痹

大意和侥幸心理遥 要认真盘查过往车辆和行
人袁做好信息登记遥 同时袁要注意自身保护袁保
持充足的精力袁同疫情斗争到底遥

孟庆斌来我县调研疫情防控和物资保供工作
1月 30日至 31日袁市政协副主席尹长友先后到界

湖街道尧苏村镇尧沂南经济开发区尧辛集镇尧岸堤镇尧双堠
镇袁 现场督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遥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麻建东袁县政协主席刘正生陪同遥
尹长友先后实地查看了网格化管理平台尧小区检查

站尧乡村检查站尧蔬菜批发市场等袁听取疫情防控值班尧
出入车辆人员检查情况汇报遥
尹长友指出袁 当前是阻断疫情蔓延扩散的关键阶

段袁容不得任何麻痹懈怠和侥幸心理袁必须严把关口尧严
密防范遥 要把加强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袁
既要在社区村居开展全覆盖的排查袁也要支持村民及时
反映人员流动变化情况袁引导大家加强自我防护尧社区
防护尧家庭防护袁做好卫生保洁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遥要进一步加强蔬菜批发市场管理袁实现进出入限流袁
入市前体温检测登记遥 对蔬菜批发市场内的新鲜蔬菜袁
要做到严保质量且价格合理袁 坚决打击哄抬物价现象袁
确保市场供应遥
县领导孙艳参加活动遥

尹长友到乡镇街道
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2月 2日袁市委书记尧市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玉君
采取野四不两直冶方式袁来我县检查指导疫情防
控工作遥县委书记姜宁袁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孙德
士等陪同遥
在山水芙蓉城小区袁王玉君一行认真查看

工作人员值班值守情况袁详细了解人员管控和
小区居民生活情况曰在界湖街道网格化管理中
心袁通过视频平台现场调度查看了东村农贸市

场和前中疃尧德胜社区等村居疫情防控值班值
守工作袁详细了解城市社区疫情信息摸底核查
情况曰在县定点集中隔离区尧县人民医院辛集
分院袁与集中隔离人员现场通话袁详细了解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遥他要求袁要精准施策尧精
准管控袁关心照顾好被隔离人员的生活袁及时
做好心理疏导工作袁真正用最严格的医学隔离
措施尧最贴心的真情服务袁保障被隔离人员安
全平稳度过隔离期遥

王玉君强调袁要坚持科学防控尧依法防控尧
联防联控袁各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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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责尧守土负责尧守土尽责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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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遥 要强化跟踪摸
排尧隔离救治袁按照野早发现尧早报告尧早隔离尧
早治疗冶的原则袁严格落实监测检疫尧安全防

护尧物资储备等措施袁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遥
要加强集中救治袁密切跟踪疫情变化袁规范设
置发热门诊袁提高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处置保障
能力袁全力做好患者救治袁落实密切接触者隔
离观察措施袁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安全遥

王玉君来我县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近日袁县委书记姜宁先后到乡镇和城区调
研疫情防控和群众生活物资供应情况遥
姜宁先后到大庄镇部分村居袁张庄镇疫情

防控指挥部袁日东高速路口检查站实地调研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遥
每到一处袁姜宁都认真听取疫情防控工作

情况汇报袁看望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遥 他指
出袁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入最关键时期袁要采
取更严格尧更细致尧更严密尧更有效的举措袁加
强村居尧高速路口来往人员尧车辆的检测袁筑牢
疫情防控坚固防线遥 要加强重点人员的摸排尧
隔离力度袁采取刚性措施严格管控好袁找准并

切断传染源遥 要加强疫情防控政策知识的宣
传袁提升群众自我防护的意识和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的积极性袁不断夯实联防联治基础袁形成
群防群治的磅礴力量遥要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各
种渠道袁千方百计组织医疗防护尧生活物资的
生产和采购袁保证市场供应尧社会稳定遥要严格
企业复工管理袁科学安排屠宰尧饲料等特殊行
业复工袁加强监管巡查袁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
实尧不出问题遥
姜宁还到苏村镇尧青驼镇和城区等地调研

群众生活物资供应情况遥
在苏村北于蔬菜市场袁姜宁详细询问了市

场疫情防控和蔬菜销售情况遥 他要求袁相关部
门要针对群众关切袁主动靠上服务袁各级干部
也要深入基层袁在基层一线发现解决问题的办
法袁大力畅通销售渠道袁不断了解新情况袁全力
以赴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遥
在城区部分超市和药店袁姜宁详细了解了

群众基本生活物资保障情况袁 特别是口罩尧消
毒液等用品在供应尧 价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遥
他要求袁 要做好群众生活必需品供需工作袁畅
通渠道袁加强组织调运袁保证市场供应袁让人民
群众安心放心遥 要采取有效措施袁加强市场管
理袁依法打击囤积居奇尧哄抬物价等扰乱社会

秩序的违法行为袁保持市场充足供应和价格基
本稳定遥
在青驼镇袁姜宁一行到服装加工企业和购

物超市实地察看袁 并希望企业要积极引进设
备袁扩大产能袁生产出当前急需的医用物资袁满
足当前防控疫情的需要遥超市要想方设法备足
货源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袁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筑牢坚实的物质基础遥

姜宁调研疫情防控和群众生活物资供应情况

2月 4日下午袁市委常委尧组织部长姜仕礼来我县
督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遥县委书记
姜宁袁县委副书记徐涛陪同遥
姜仕礼一行先后到沂南火车站尧沂南县集中隔离区

现场督导袁并通过信息化平台袁了解我县疫情防控开展
情况遥他指出袁火车站尧高速公路路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
部位袁更是阻击疫情的重要防线袁相关部门要统筹协调尧
密切配合袁对重点方向的人员做好排查尧检测尧登记袁确
保不漏一人袁坚决堵住疫情输入输出遥 要规范隔离点建
设袁严格管控措施袁确保隔离人员和工作人员安全健康遥
同时袁做好集中隔离尧居家隔离人员的心理疏导尧生活保
障等工作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遥
县领导朱祥法参加活动遥

姜仕礼来我县督导
疫情防控工作

2月 1日上午袁县委书记姜宁到山水芙蓉城调研疫
情防控工作遥 在调研过程中袁姜宁详细询问小区疫情防
控工作和群众生活情况遥
姜宁指出袁要进一步增强疫情防控工作紧迫感和危

机感袁街道和社区要切实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袁抓好
基层疫情防控工作遥要坚持换位思考袁将心比心袁坚决杜
绝工作方法简单化尧形式化袁做实做细群众工作遥特别是
山水芙蓉城小区作为我县第一个出现确诊病例的小区袁
隔离后社区居民能够积极支持并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袁有
效防止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遥要密切关注群众思想生活
情况的变化袁引导好尧帮助好尧服务好居家隔离群众遥 对
需要照顾的家庭袁社区要组织专门力量为他们提供各方
面的服务遥同时袁积极引导社区居民的家人尧亲戚朋友多
关心他们的生活袁针对他们的实际需求袁提供相应的帮
助遥社区要细化网格化管理袁根据需要成立服务队袁多关
心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变化袁消除他们后顾之忧遥 要严格
落实小区管控措施袁任何人不能搞特殊袁要切实做好工
作人员尧社区居民的自我防护工作袁提升自我防护意识遥
工作中遇到困难问题袁可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袁帮助协
调解决袁让他们更安心地和全县人民一起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遥

姜宁到山水芙蓉城
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2月 2日下午袁3辆装满新鲜蔬菜尧
面粉的货车陆续来到山水芙蓉城小区停
车区袁 为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影响而居家隔离的居民袁 解决了生活
难题袁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遥 社区居民激动地连声说院谢谢浴 辛苦
了!
隔断的是疫情袁隔不断的是温情浴为

了让隔离区群众安心度过 野非常时期冶袁
近日袁 界湖街道免费为在家隔离观察对
象提供新鲜蔬菜尧面粉等生活必需品袁积
极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遥
自从山水芙蓉城确诊了 1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后袁县委尧县政府
高度重视尧迅速行动袁紧急部署安排袁对
该小区采取了封闭式管理袁722户居民全
部采取居家隔离措施袁 禁止一切人员车
辆进出遥 为了保障隔离区居民的正常生
活需求袁 界湖街道集中统一采购了 5300
斤新鲜蔬菜和 7220斤面粉袁待分拣装袋
后再由社区专人送到隔离观察人员家门
口袁 与他们一起抵抗疫情袁 共同渡过难
关遥 界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张新玉表示院
野近期业户提出对生活渊物品冤的需要袁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袁从社会各个角度尧各
个层面袁 对这个小区的业户进行了全面

的关心尧关爱袁现在送来了
蔬菜和面粉袁为他们提供基
本的生活保障遥 冶
群众利益无小事袁此次

疫情防控过程中袁界湖街道
始终将服务好广大居民作
为宗旨袁 迅速出台各项措
施袁及时做好管控工作的同
时袁保障小区居民基本生活
需要袁 措施及时尧 暖心尧必
要袁不仅打消了他们各方面
的顾虑袁 减少了人员的流
动袁为正在紧张进行的疫情
防控攻坚战争取宝贵时间袁
也获得了小区居民的广泛
认可遥
此次配送袁全部由界湖

街道疫情防控党员先锋队
负责袁在防范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过程中袁界
湖街道坚持党建引领袁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袁成立疫情防控党员先
锋队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
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袁

作为广大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大战场尧
大考场袁齐心协力尧迎难而上袁广大党员
奋战在基层第一线袁 为坚决遏制疫情扩
散蔓延提供坚强可靠的强力保障遥

携手并肩袁没有翻不过的山曰心心相
连袁没有跨不过的坎遥界湖街道将继续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袁把使命扛在肩上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尧 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袁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众志成城尧
共克时艰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隔断的是疫情，隔不断的是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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