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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毅 王栋 可人） 22日，精研科技提
供177间新建的员工宿舍，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集中隔离场所。

公司人力资源行政总监万思文说，近期，新冠肺
炎疫情形势严峻，听说钟楼区用于隔离密接和次密
接人员的酒店资源紧张，公司领导当即将新建园区
（C园一期）3号宿舍楼共177个房间全部拿出来，用
作钟楼区管控隔离点。

据了解，3号宿舍楼共10层，带电梯，里里外外
全是新的，房间之前没有使用过。目前已有部分隔
离人员进住，一人一间，每间房都配备新被褥、垃圾
桶、烧水壶、毛巾、牙刷、牙膏、卷纸、水杯、脸盆等生
活用品。在人员入住前，公司已对宿舍区域采取完
全、彻底、无死角的清洗消毒及相关措施，确保隔离
人员健康安全。

为保障隔离人员入住舒心，公司还为宿舍安装
了空调、热水器。“公司特地安排部分人员做好水电
等后勤服务，随叫随到。”万思文说，希望以此绵薄之
力为疫情防控作贡献。

精研科技成立于2004年，是集金属粉末注射成
型(MIM)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江苏
省高新技术企业。

精研科技提供
177间新宿舍

本报讯（徐蕾 尹梦真 梅晓宇 殷琦）“这几天
天气冷了，在室外的采样点位排队，有点吃不消。现
在把采样点设置在厂房，能遮风挡雨，挺好！”3月22
日，正在新北区孟河镇孟城社区裕浩金属厂采样点
位排队的居民钱女士说。

这个受到居民点赞的核酸采样点位，离不开孟
河镇政府的推动和广大防疫志愿者的努力，它的背
后还有一名“功臣”，那就是爱心企业裕浩金属厂。

“得知镇里有核酸检测采样场地需求后，我们公
司主动对接，将500平方米的厂房全部‘借’了出
来。”裕浩金属厂负责人朱步金说，为了满足核酸采
样点的建设，公司主动派出员工配合志愿者，连夜做
好后勤保障工作，从核酸采样点的搭建到启用，他们
一直坚守在防疫一线。

考虑到防疫需求，企业暂停了生产。“这个时候，
不能计较个人和企业的得失，参与防疫，人人有责，
员工们都很支持。后期只要疫情防控需要，我们还
会继续‘借’，这是举手之劳。”朱步金说。

“这个厂房四面通风，既有入口也有出口，符合
核酸采样场地标准，第一轮全员核酸采样时，我们就
顺利启用了。”孟河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魏向
宇表示，非常感谢裕浩金属厂在这次全员核酸检测
工作中的大力支持，为片区3小时内完成700多人
的核酸采样工作提供了方便和保障。

孟河企业腾出厂房
布点核酸采样

本报讯（何一智 孙鑫）为有效降低疫情风
险，保障污水厂正常稳定运行，常州经开区东方
环保公司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于3月15日
实行厂区封闭管理。前杨、横林、横山桥厂部及
检测中心共计50名员工以厂为家，坚守在工作
一线，齐心协力保生产。

人员集中后，厂内疫情防控不能松。各厂

部积极组织并做好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心理疏导
和工作场所的消杀工作，严防外部输入。厂区员工
每天增加巡查次数，着重检查消毒设备情况，保证出
水质量。同时，加大外围管网泵站的巡检工作。

3月15日—21日，公司共计处理水量460231
吨，保障了常州经开区污水的正常处理和设施运
行。

东方环保公司：一周处理污水46万吨

本报讯（焦洋 马浩剑）面对严峻的疫情形
势，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常州办事处迅速响应
市委、市政府号召，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确保政策
性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不中断、质量不打折。

本轮疫情发生后，中国信保常州办事处快速
出台《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对常州地区出口信
用保险服务举措的公告》，积极运用在线技术手
段，为企业提供持续稳定的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通过“线上客服”，将江苏省出口信用保险统保平
台政策及时准确送达上千家小微出口企业；通过

“信步天下”，为企业提供风险案例、外贸知识培
训、资信红绿灯等系列咨询服务；通过“线上咨
询”，为企业提供24小时在线专家咨询服务，帮助
解决疑难问题。

在现场办公受限的情况下，中国信保常州
办事处接到我市某地板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融资
业务咨询，最终在线向企业提供了“海外投资+
买方信贷+特险”的一揽子方案，解决了企业的
燃眉之急。

办事处多名党员志愿者还奔赴社区，协助
做好扫码信息采集、体温测量、采样点引导等
工作。中国信保常州办事处负责人表示，以实
际行动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既是政策性金
融机构应有的社会担当，也是践行初心使命的
应有之义。下一步，常州办事处将全力配合我
市疫情防控和金融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帮助我
市出口企业提振信心、稳定经营，与社会各界
一道共渡难关。

信保常州办事处:

帮助出口企业提信心稳经营

助力防疫，彰显企业担当

□彭锦 周茜

城市老旧小区人口密集、人员
复杂，是社区疫情防控的风险点、关
键点。对此，武进区坚持党建引领，
充分释放“两单一响应”联动机制效
能，建立“网格吹哨、社区下单、区镇
统筹”的志愿者精准选派机制，推动
区镇机关干部下沉社区、进入网格，
共筑老旧小区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网格吹哨，镇街响应派单。面
对老旧小区薄弱环节多、管控难度
大、防控力量不足等实际问题，相关
镇街快速反应、探索路径，精准配备
薄弱区域防控力量。充分依托基层
网格，以网格为单位设置核酸采样
点位，建立“点位长”负责制，由各点
位根据岗位需求进行“点单”，社区
汇总建立需求清单并集中反馈至所
在镇街，镇街第一时间“派单”，确保
责任不缺位、防控不留白、疫情不扩
散。针对镇街派单的防护物资紧
缺、志愿服务培训等重难点，统一为
志愿者发放由暖宝宝、雨衣、抗原检
测试剂等组成的抗疫暖心包，并利
用“云平台”线上组织岗前培训和穿
脱防护服等个人防护培训，全力保
障志愿者安全。

组织集结，科学统筹队伍。坚
持以党的组织力为牵引，基层党
组织统领和协调各方，统筹各类
资源力量。充分发挥“红盟矩阵”

“红色物业”等党建平台的组织优

势和集聚效应，广泛发布志愿者
召集令，凝聚各方力量参与志愿
服务。组建“楼道党员志愿队”

“结对包片服务队”“红盟突击队”
“应急服务先锋队”，3000多名志
愿者投入薄弱区域、老旧小区街
区一线防控，把党的强大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
势转化为疫情防控工作优势。

部门报到，精准包点到村。区
委组织部启动快速响应预案，号召
单位、党员开展“双报到”志愿服务，
专门制定《区级机关疫情防控结对
包片方案》，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党
员力量分布科学调整支援单位，区
级机关各单位组建67支队伍2600
名机关干部向结对社区报到，其余
在职党员、机关干部主动向所在社
区、网格报到，区、镇、社、网四级紧
密联动响应，精准管理、精准选派、
精准服务，共同织密老旧小区疫情
防控网络。

专班专岗，提升应急力量。面
对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区级机关
工委牵头，专门抽调17家机关单位
420名党员干部组成“应急志愿服务
先锋队”和“转运先锋队”，主要从事
管控区志愿服务、核酸检测辅助、密
接转运等前沿任务。同时，建立“10
分钟通知到位、30分钟集结待命、1
小时到岗工作”的“131”应急力量集
结机制，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扎紧、扎密、扎牢疫情防控网。

武进为基层防疫赋能

以党建引领规范志愿服务

本报讯（凃贤平 宋婧 徐佳誉） 3
月19日，天宁区开展第五轮全员核酸检
测。一大早，郑陆镇查家村的5个核酸
采样小组就分头忙碌。其中，有一个小
组比较特别，由查家村的一家人组成，父
亲查洪峰负责登记，母亲沈素萍负责接
待及维护秩序，有护理专业背景的大女
儿查琳娜负责采样，查洪峰的侄女查依
汝负责配合查琳娜。

查洪峰是查家村第三村民小组组长，
查琳娜在村里的村民服务站上班。看到
村里核酸采样人员短缺，沈素萍及查依汝
主动加入抗疫志愿者队伍。

查琳娜和查依汝这对堂姐妹，从早
上5点开始，一直坚守在核酸检测采样
站点，并利用午休时间，为不便前来采样
的人员上门采样。正在实习期的查依汝
说：“虽然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但
确实有点惊心动魄。想不到我们大学实
习中会有这样一项内容，既锻炼了心态，
又磨练了意志。”

在这次抗疫战斗中，查洪峰一家没
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奉献。据了解，这
家人已经参与了五轮全员核酸检测。在
连续几天的奋战中，高度专注的工作把
一家人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一家人就是
一个采样组

本报讯（赵霅煜） 3月20日凌晨1
点半，常州激光医院的病区护士长董晓
玲就醒来拿起了手机，她要查看当天的
任务安排。

早上6点，她带队的激光医院抗疫
先锋1队共7人，将和来自南通的20位
医护人员一起，给永红街道锦阳社区
8000多人进行核酸采集。除了固定点
位的采集工作，封控区近400人需要上
门采集，管控区近1800人需要到小区
楼道里采集。高效忙碌了5个多小时，
采集人员圆满完成任务。

一天的工作还要继续，在锦阳社区
短暂休息之后，董晓玲和队员们又赶往
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永红医院），和那里的医护人员一起，整
理采集信息、处理医疗垃圾、给采集管贴

标签等。“前几天，封控管控的区域临时
调整，我们要第一时间赶赴，对部分人群
再次进行核酸采样”。

从3月13日我市发生新一轮疫情
以来，董晓玲每天都是这么度过的。半
夜12点后入睡，如果第二天任务没有安
排好，她每隔2个多小时就要醒一醒看
手机；清晨5点前起床做工作准备，赶赴
永红医院接任务，工作一天，直到晚8点
后回住处，集中闭环管理。“不只是我操
心，半夜我们激光抗疫群里发个工作安
排，马上大家都回复‘收到’，都睡不安

心”。
除了核酸采样，他们还积极参与社

区志愿者的工作，清点分发物资、维持排
队秩序、协助居民打开健康码和采样码、
培训志愿者穿脱防护服……

激光医院医务科长金红波说，这次
激光医院一共派出7支抗疫先锋队，分
配在钟楼区永红街道、新闸街道和经开
区，他们在永红街道的人全部加入永红
医院，接受工作调配安排。“7天过去了，
大家就像是一家医院的同事，共同守卫
永红街道居民的健康”。

一线采集人员的辛苦，每位市民都
看在眼里，董晓玲他们每天都会收到无
数声“谢谢”。“我到陈渡社区核酸采样，
连续两天都遇到一位聋哑人，他一直用
手语表示感谢，非常用力，重复很多
遍。”激光医院抗疫先锋1队的孙科说，
在陈渡社区工作时，他还收到一对母女
送来的手绘感谢贺卡，7岁女孩那声稚
嫩的“谢谢”，一扫他当天所有的疲惫。

“我们努力工作，你们安心待在家
里，一起努力，争取早日结束疫情。”董
晓玲说。

“我们努力工作，你们安心待在家里”

□侯正萍 徐蕾 杨艳娜

“咚、咚、咚……”3月 19日凌
晨 4:25，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了正在值班室休息的三井人民医
院医生刘健。此时，距他接诊完
上个急诊病人躺下休息仅仅过去
20分钟。

打开门，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
位身材略胖的小伙子，左手捂着胸
口，面部表情痛苦，反复说道：“医
生，我胸痛。”刘健询问得知，患者
27岁，已胸痛1小时，为胸骨后持
续压榨性疼痛，独自一人从隔壁太
湖明珠苑小区步行至三井人民医院
急诊。

“走，马上进抢救大厅！”刘健初
步判断是急性心肌梗死。情况紧
急，为抓住早期黄金救治时间，医院
立即展开抢救。

一边确认病灶，联系120安排
转运，与家属沟通；另一边，患者的

基本信息已上传至常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胸痛中心直通群，胸痛中心为
其开通了绿色通道，直接办理住院
以缩短等待时间。同时启动导管
室，做好介入手术准备，医生也已就
位等待。

经过高效联动，医生迅速为患
者实施了手术。术后患者胸痛缓
解，生命体征平稳，目前正在进一步
观察治疗中。

这场“救心”战斗是市一院与
紧密型医联体三井人民医院高效
联动的结果，通过有效配合，在疫
情防控期间，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
手术时间。

“医联体”抢抓救治黄金时间

“救心”战斗

本报讯（顾燕 汪磊 芮伟芬）
近日，警方又从严从快依法查处了
一批涉疫违法犯罪案件。部分案例
如下：

一、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3月15日，武进公安分局接疾

控部门通报，刘某某核酸检测结
果呈阳性。警方在配合疾控部门
对其开展流调工作中发现，刘某
某故意隐瞒行程，并在流调人员
再三询问时，仍继续隐瞒、谎报本
人真实行程、接触史，拒不配合流
调工作，致使疫情防控工作受到
影响，存在疫情传播风险。目前，
刘某某已被隔离收治，涉及的场
所和密接者、次密接者均已纳入
闭环管控。武进公安分局已对刘
某某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
案侦查。

二、涉嫌妨害公务罪
3月18日6时许，张某某在高

新区魏村街道新魏广场核酸采样点
进行核酸采样时，不服从安排，扰乱
现场秩序。执勤民警对其劝阻过程
中，张某某对民警进行殴打。目前，
高新区公安分局已对张某某以涉嫌
妨碍公务罪立案侦查。

三、寻衅滋事
3月19日，武进公安分局在工

作中发现，一网民在网上发表涉疫
不当言论，煽动他人不要出门做核
酸检测。目前，武进公安分局已对
当事人唐某作出治安处罚。

四、阻碍执行职务
3月16日19时许，张某在常州

经开区横山桥镇东城湾家苑门口，
拒不配合测温、查验健康码并强行
冲卡。横山桥派出所民警带领辅
警在处置该警情中，张某的朋友金
某某殴打辅警，阻碍公安机关依法
执行职务。目前，常州经开区公安
分局已分别对金某某、张某作出治
安处罚。

3月17日12时许，刘某某在武
进区湖塘镇张家坝社区逸兴聚缘公
寓核酸采样点，不服从安排，扰乱现
场秩序，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
务。目前，武进公安分局已对刘某
某作出治安处罚。

五、擅自出入封控区
3月17日下午，姜某在明知钟

楼区某小区36幢甲单元为封控区
域的情况下，未经批准擅自出入。
目前，钟楼公安分局已对姜某作出
治安处罚。

六、违反公共场所疫情防控规
定

3月16日晚，武进区前黄镇某
酒店工作人员周某某在办理旅客入
住登记时，未如实登记住宿人员信
息，且未按规定对入住人员测量体
温。目前，武进公安分局已对周某
某作出治安处罚。

七、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3 月 18 日，吴某虚构其邻居

“全家都为新冠病毒阳性”，并通过
微信发布在朋友圈，扰乱了公共秩
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武进
公安分局已对吴某作出治安处罚。

八、拒不执行公共服务场所暂
停营业规定

3月18日，天宁公安分局雕庄
派出所检查发现，雕庄清溪人家5
幢棋牌室擅自营业。目前，天宁公
安分局已对经营者王某某作出治安
处罚。

3月18日，溧阳市公安局昆仑
派出所检查发现，濑江花园对面麻
将馆擅自营业。目前，溧阳市公安
局已对经营者吴某某作出治安处
罚。

3月18日，金坛公安分局尧塘
派出所检查发现，尧塘镇谢桥港家
村某小店棋牌室擅自营业。目前，
金坛公安分局已对经营者姚某某作
出治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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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霅煜 李青）3月22日下
午4点24分，杨文寅在钟楼区封控区荣
亨逸都小区某栋楼内脱下全套防护设
备，下午的工作任务终于暂告一段落。
2个半小时内，她已为封控区48户、管控
区218人采集了核酸样本。肩挎两个采
样袋、一瓶消毒液，这几天，年轻的杨文
寅成为一个移动核酸采样点。

杨文寅是钟楼区永红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护士。突
发疫情后，她被派到锦阳花苑社区，带
领来自中心、激光医院和省内其他城
市前来支援的医护们，共同负责封控
管控区域人员核酸采样工作。

“随着封控管控区域的变化，我们
的任务每天都在变，目前，仅锦阳花苑
社区就封控了459户。”杨文寅说，自
从全市集中开展区域全员核酸检测
后，她每天都要整理一份采样表，标明
封控、管控区具体地址、采样人数以及
所需医护的人数。“锦阳花苑社区电梯
房不多，大多要爬楼梯，还有不少私
房，属于封控区的散户。我们都是靠
走或者电瓶车，一家一家采样的。”

在荣亨逸都，杨文寅和同事坐电

梯到15楼，从顶楼开始采样，一层层
往下走，一趟下来，汗流浃背，面屏被
水蒸气覆盖，完全看不见。在10楼一
家采样时，杨文寅沟通中意外发现这
家人的女儿和她儿子是同学。女孩笑
盈盈地配合采样，临走时还比了个心，
让她格外有感触。“孩子们都关在家
里，想到能让他们尽快回学校，我工作
起来就更有动力了。”

每天奋战在防控一线的，不止杨文
寅一个。中心6楼会议室总是亮到最
后，支部书记、主任马小明和副主任袁
悦不分昼夜，安排调度人员、讨论各种
突发问题、与其他机构保持联动，若在
巡视期间发现“超负荷”的点便立刻顶
上。中心门诊护士长褚亚华每天最早
到场分发物资，还领着小伙伴们搞出不
少便于上门核酸采样的“小发明”。

马小明介绍：“我们中心地处常州
主城区西南，服务辖区面积约9.8平
方公里，有9个社区、9个村，常住人口
13.5万人。目前，辖区内封控、管控的
人数已超过25000人，都需要我们上
门进行核酸采样。从13日开始，中心
全员投入疫情防控一线。”

肩挎两个袋子、一瓶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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