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村街道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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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淑萍 通讯

员 王卉）

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凝聚奋进力量，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高

标准高质量扎实开展， 以更加昂扬的

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8 月 13 日，员

村街道机关党支部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组织生活会， 街道党工委书记杨

建新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会议， 与机

关党支部全体党员一起交流学习体

会，查找差距不足，明确努力方向。 区

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第三组副组

长刘斌到会指导。

会上， 机关党支部书记田露汇报

了半年来党支部的工作情况， 尤其是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 并通报了党

支部委员会检视问题的情况。随后，杨

建新带领全体党员逐一发言， 严肃认

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刀刃向内、

自我革命的精神检视问题、剖析原因，

明确整改方向和整改措施。

会议强调， 全体党员干部一是要

提高思想认识， 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

一项常态化学习任务，联系历史学，结

合实际学，不断在学习中升华初心、践

行使命；二是提升实践成效，切实将党

史学习教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

动工作结合起来， 同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 促进党建与街道中心工作深

度融合、同频共振，扎实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三是强化实干担

当。全体党员干部结合街道工作目标，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民生建设、城市管

理、综合治理等工作中提出新思路、拿

出新举措， 努力把业务工作做得更出

色。

会上，巡回指导组领导指出，员村

街道机关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准备

充分，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方面有担当有作为， 充分发

挥党支部先锋模范作用。 党员批评敢

于揭短亮底，查摆问题客观实际。希望

员村街道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把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始终，

全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新成效。

信息时报讯（记者 吴淑萍 通讯员

王卉）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为落实落细“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各项措施， 坚决阻断疫情输入和传播

风险，员村街道提前部署，紧抓重点场

所和人群管控工作。自 7 月中旬起，街

道城管办、综合行政执法办、退役军人

服务站、各社区居委会、市场监管所等

职能部门组成疫情防控督导组， 对全

街重点场所进行拉网式全覆盖督导检

查， 督促各行业做实疫情防控常态化

工作，进一步织密疫情防控网。

督导组按 16 个社区划分，每日安

排多组工作人员巡查督导餐饮、酒店、

药店等各类重点场所， 要求相关经营

场所负责人按防控要求落实管理职

责，切实做好“佩戴口罩、体温检测、人

员登记”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提高

从业人员和居民对疫情防控的重视

度。巡查过程中，对存在的“一米线”不

足、门口值守人员不到位、葵花码二维

码不齐全等不规范情况， 工作人员要

求其迅速落实整改， 并宣传近期防疫

政策。

8 月中旬， 督导组还对辖区美容

美发、游艺娱乐（

棋牌室

）、卡拉 OK 厅

等密闭经营场所进行全面排查， 共检

查此类经营场所 290 家， 从业人员约

1790 人， 按应查尽查要求全部进行核

酸检测。

员村街外来人口众多， 小餐饮店

近 2000 多间，是疫情防控巡查督导的

重头戏。为切实做到检查全覆盖，督导

组根据实际情况， 每天分早午晚三个

班次，出动 6 个小组约 80 人次，深入

街头巷尾、城中村内部，督促餐饮场所

堂食保持距离， 消费者非就餐时刻戴

口罩， 严格做好从业人员每日健康监

测，工作期间务必保持清洁卫生、戴口

罩。

目前，员村街道累积开展行动 180

次，出动工作人员 580 人次，检查各类

重点场所 3000 多家，现场整改 74 家，

开出督办通知书 61 份，张贴派发宣传

资料 563 张。

在加大巡查频率的基础上， 员村

街依托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 吸收社

区党员、志愿者等为网格员。 网格员及

时上报处理发现的问题， 形成共建共

治共享治理格局。 接下来，街道将始终

保持高压态势， 对各类重点场所疫情

防控工作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监督

检查，守护防疫成果。

员村街道强化重点场所疫情防控检查

检查全覆盖 织密疫情“防控网”

多措并举！ 员村街道新

冠疫苗接种“再提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淑萍 通讯员

王卉 ）

为有效保障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尽快建立全人群免疫屏障，8 月 26 日，员

村街召开疫苗接种工作部署会， 对全街

疫苗接种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动员

全街上下全力以赴完成好疫苗接种工

作。 会议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治华主

持， 街道领导班子成员、 相关科室负责

人、 街道三人小组成员、 各社区书记主

任、全体社区专干等 80 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市、区有关疫苗接种

的会议精神， 通报近期员村街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进度和存在问题， 刘治华对强

化宣传动员、建立精准接种台账、三人小

组等防控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街道办事处主任林晓刚强调， 疫情

防控容不得丝毫放松， 接种新冠疫苗是

目前最有效的手段。 他要求：一是思想要

再绷紧， 充分认清疫苗接种工作的重要

性， 把疫苗接种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

政治任务之一来抓。 各线口、各社区要进

一步提高站位，强化责任意识，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省、市、区的决策部署上来，

狠抓工作落实，形成工作合力，全力推进

疫苗接种工作。二是工作目标再明确。明

确“三个不限制”“两个下功夫”：12 岁以

上应接尽接不限制、 接种点全面开放不

限制、现场直接打不限制，第 1、2 剂衔接

上下功夫、宣传发动上下功夫。 做到底数

清台账明，把握好工作时限，快速将疫苗

接种工作抓实抓到位， 确保如期完成接

种任务；三是责任再压实。 主要领导要亲

自挂帅，全面负责，亲自组织动员摸排，

层层压实责任。 以户籍人口为基数，全面

做好摸底、核实、动员、监督工作，多渠道

密集发布疫苗接种的相关信息， 动员一

切力量加强疫苗接种的组织和宣传力

度。

为满足居民接种需求， 加快接种进

度，8 月 15 日，员村街道（

社卫中心

）新冠

疫苗接种点在新地址员村新街 12 号正

式运营，居民不限户籍、无须预约，携带

身份证就可进行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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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村街道（社卫中心）新冠疫苗接种

点、员村街召开疫苗接种工作部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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