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长珍在小区口设置防疫宣传音频点。

▲

蓝小环、 区组织部干部、石

牌街道班子成员、 党员突击支队

队员和区人大机关部分下沉社区

工作人员合影。

荨

蓝小环实地走访龙口花苑

社区， 详细了解社区疫情防控宣

传、 措施落实情况， 检查工作台

账。 本版图片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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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冲锋在前

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通讯员 石

牌街）

“坚守一线，绝不退缩；不忘初心，

克难攻坚；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2 月 5 日上午，

石牌街道党工委向全街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发出倡议，一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为更好组织发动广大党员有序

参与防控工作和第一时间应对处置急

难险重任务， 石牌街坚持党建引领，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迅速组建 30 支疫情

防控党员突击队，共 286 名党员加入。

目前，石牌街各疫情防控党员突击

队都在紧锣密鼓地开展防控工作。 突击

队队旗迎风飘扬，每一名队员胸前的党

徽闪闪发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我

们万众一心，携手攻坚，为守护健康家

园再筑一道牢固的防线，让党旗在防控

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社区党员在楼群里巷挑大梁

“朱主任，我想出门买菜，但没有口

罩，也不会上网买，你能帮我买点吗？ ”

石牌东路的某独居老人 2 月 2 日打电

话向石牌街南大社区党员突击队的队

长朱长珍求助。 接到电话后，朱长珍迅

速将社区仅有的几个口罩送到老人手

上。“‘一定要服务好人民群众，服务好

老百姓。 ’这是我 80 多岁的公公在年初

三凌晨 5 点为我送行时说的话，让我印

象深刻。 那时，我刚收到要回到岗位参

加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当机立断第一

时间买票返回，和家人们匆匆告别。 ”作

为一名党员， 同时又是一名社区书记、

突击队队长， 朱长珍时刻铭记着这句

话，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宗旨。 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 她不断发掘营造正能量，动

员志愿力量数百人。

据了解， 为做到防疫排查不漏一

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石牌街社区党

员突击队队员每天都穿梭在社区的楼

群里巷，积极发动居民主动申报登记本

人 14 天内离、返穗情况及健康状况，挨

家挨户排查疫情、登记外来人员，发放

防疫知识宣传册，帮助隔离人员购置生

活用品等。

健康监测“四步走”保平安

“组建党员突击队的通知刚发，报

名的回复就不断接龙。 ”石牌三骏集团

党委书记池锦玲说。

据了解，石牌村是广州最大也是历

史最长的城中村，位于繁华的天河区中

部，居住的来穗人员众多。 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石牌街第一时间

成立石牌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

控工作指挥部， 制定防控工作方案，组

建党员突击队，在出入口设置党员服务

岗，突击队队员 24 小时坚守村口防线，

并指引入村人员健康监测“四步走”，切

实保障村内安全稳定。

走访湖北人员防“疫”于未然

2 月 2 日上午， 石牌街道来穗中心

突击队队员董树暖， 随同社区居委会、

专区民警和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对来自湖北或途经湖北的来穗人

员进行走访排查。 排查发现朝阳大街某

住户的林某某、王某某二人均于 1 月 20

日在武汉市武昌火车站坐火车回到广

州，于是，董树暖现场对两名租客进行

体温测量， 建立一人一档， 宣传防疫

知识， 要求其尽量不外出活动， 并提

醒如需外出时一定要戴好口罩。 当检

查到二人体温正常， 身体没有不适，

并听从社区医务人员的自行居家隔离

的建议后才放心离开。

自疫情发生以来， 石牌街来穗中

心突击队全体队员放弃休假， 迅速投

入到疫情防控排查工作当中， 对石牌

村内每栋每户逐一排查， 对辖内返乡

人员进行摸底登记， 特别是对近期疫

区来穗人员进行重点走访， 开展实时

监测， 跟踪每日动态情况， 做好居家

隔离观察工作。

加强执法守好防疫第一线

“我不需要休息。 ”他叫陆江，2005

年从部队转业进入城管队伍，现在是石

牌街执法队干部一员。 自广东启动一级

响应以来，军人出身的他就从未休息过

一天， 大年三十开始更是加班加点，年

夜饭也是在岗位上草草了事。 陆江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若有战，召必回，

我一定挡在前面。 ”

2 月 3 日下午， 石牌街执法队召开

全体党员干部会议，成立执法队党员突

击队，制订党员突击队进社区方案。 会

后，党员突击队立即启程到社区防疫第

一线， 协助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宣传教

育、上门摸排等工作。

同时， 石牌街执法队加强执法检

查， 重点检查占用公共场所饲养、 占

道经营家禽行为； 市场周边、 内街内

巷、 餐饮店周边乱摆卖、 占道经营、

当街宰杀活禽和野生动物行为等。 1 月

25 日起至 2 月 5 日， 石牌街城管执法

队共出动执法人员 370 人次， 开展联

合执法检查 40 次， 整治占道经营 25

宗、 乱摆卖 21 宗， 规范共享单车约

600 辆， 暂扣物品 5 宗， 其中一次性

“三无” 口罩 1 箱。

授一面旗帜 传一份担当

区人大常委会领导为石牌街道党员突击支队授旗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通讯员 石

牌街党政办）

3 月 5 日下午， 石牌街举

行党员突击支队授旗仪式，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蓝小环到场为街道党员突

击支队授旗，石牌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卓

丰作为石牌街党员突击支队队长接受

授旗。授旗仪式由石牌街道办事处主任

潘海彪主持，区组织部干部、石牌街道

班子成员、党员突击支队队员和区人大

机关部分下沉社区工作人员共 30 余人

参加。

授旗仪式上，蓝小环对石牌街疫情

防控工作给予高度肯定，认为石牌街在

应对疫情防控工作中，行动迅速，措施

得力，落实到位，达到了预期效果，为全

区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起到

很好的示范作用。

潘海彪代表突击支队作表态发言，

表示全体突击队员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以授旗仪式为契机，切实增强抗疫

工作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大局

意识，责任意识，勇担重任，主动作为，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主动亮身份、 当先

锋、作表率，充分发挥党员突击支队在

抗疫一线等急、难、险、重任务中的先锋

模范作用。

授旗仪式结束后，蓝小环先后到街

道人大代表之家和龙口东社区看望慰

问受疫情影响造成生活困难的党员欧

松旺、群众廖远香，关心了解他们的身

体健康和家庭生活等情况，为他们送上

祝福及慰问金，并叮嘱街道、社区要特

别关注做好困难党员群众、独居老人和

失独老人的服务保障工作。

蓝小环还实地走访了龙口花苑社

区和金田社区， 详细了解社区疫情防

控宣传、 措施落实情况， 尤其对重点

人群及现阶段入境的韩国人的跟踪管

理、 居家隔离人员管理情况， 检查疫

情防控一人一档等相关工作台账。 同

时， 嘱咐社区工作人员要注意科学防

控、 劳逸结合， 并为龙口东、 龙口花

苑、 金田社区分别送上 200 个口罩，

鼓励大家齐心协力、 众志成城， 坚决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

战、 阻击战。

陆江指引居民通过“穗康”微信小

程序申报健康情况。

石牌村党员突击队队员为返穗入

村人员测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