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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堂认真落实上级部署要求

科学精准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面对复杂的疫情形势，中堂镇认真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科学精准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其间，该镇全力以赴抓好人民群众生活物资保障工作，在临时管控区设置了多个物资供应点，做好临
时管控区域的管理与各项服务，保障群众的肉菜、生活用品等物资供应，让疫情防控有温情。同时，
该镇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力度，主动发布权威信息，让群众更好地理解、配合、支持防疫政策措施，营造
人人参与、
共同抗疫的氛围，
让战疫更有力量。
本报记者 李健武 通讯员 程思敏 王宁/文

督导检查
在科学精准防控中体现人文关怀
11 月 10 日，镇委书记王耀明带
队督导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工作，镇
委委员卢林明参加督导。王耀明一行
首先前往镇内紫罗兰喜宴楼，
督导疫情
防控和食品安全工作，
实地检查顾客扫
码测温情况，现场查看该单位厨房“互
联网+明厨亮灶”
系统运行以及食品加
工区卫生状况。他强调，
镇相关部门要
强化日常监督检查，确保食品安全；企
业要诚信经营，做放心餐饮，提高服务
意识，强化从业人员培训，严把原材料
“采购关”
“ 加工关”
“ 质量关”，认真做
好餐饮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工作，切实
保障广大群众饮食安全。
在中堂市场，督导组详细了解市
场疫情防控工作、经营户和市场业主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农贸市
场品质提升工作等，现场查看市场环
境清洁消毒、索票索证等工作落实情
况。督导组还实地走访检查东莞国药
中堂市场分店，检查疫情防控药品、医
用耗材储备和销售价格以及药店疫情
防控“哨点”作用落实情况。目前，中
堂镇各零售药店疫情防控药品、医用
耗材储备充足，供应保障情况良好。
王耀明指出，农贸市场、药店与群众生
活息息相关，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严格落
实常态化精准防控措施，慎终如始抓
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及食品安
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
“舌尖上的安全”
。
11 月 18 日，镇委书记王耀明，镇
委副书记、镇长曾庆云，镇委副书记张
应钦，副镇长、公安分局局长张峰对镇
内集中隔离场所准备工作进行督导检
查，要求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细措施、
强服务，切实做好隔离场所各项准备
工作。
当天，镇领导一行来到中堂华迅
科技园集中隔离点，重点对集中隔离
场所的“三区两通道”设置、隔离人员
运转及服务保障、值班值守、环境消
杀、物资后勤保障供应等疫情防控措
施相关准备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就督
导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
见，并叮嘱坚守一线的工作人员在保
障好隔离人员正常生活的同时，也要
加强自我防护，确保各项工作流程形
成闭环，以更严更细的标准完善防控
工作，确保隔离点运行安全有序。
王耀明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树
牢风险意识，严格落实好管控隔离各
项措施，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细
举措规范优化隔离场所工作流程，科
学有效地进行防疫和管控；要加强医

护、管理、服务团队的业务知识培训，
做好个人防护和医护、管理、服务工
作；要密切关注隔离人员身心健康，在
科学精准防控中体现人文关怀，提升
管理服务水平。

物资供应
多措并举保障市民
“菜篮子”
近期以来，中堂镇持续做好疫情
防控物资和群众生活必需品“保供应、
保价格、保质量”工作，及时掌握跟进
物资储备情况，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
时重要生活必需品不断档、不脱销，为
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保障。目前，中
堂镇粮油、蔬菜、水果、生鲜、蛋奶等物
资储备充足，市场价格稳定，供货渠道
通畅，完全可以满足群众日常需求。
日前，记者在中堂市场、万和超市
门口看到，前来购物的市民做好防护，
有序排队，保持一米距离，在经过测量
体温、检查粤康码后，方能进入市场、
超市购物。超市内，新鲜蔬菜、水果在
货架上整齐排开，米、面、油等生活物
资货源充足、价格平稳。市场、超市严
格按照防疫规定，为市民提供安全放
心的购物环境。
据了解，市场、超市员工每天上班
必须测量体温，查看绿码情况，做到每
24 小时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出入口
都安排工作人员，检测所有进入顾客
的体温、粤康码、行程码和 24 小时核
酸阴性证明。另外，中堂镇各大超市
已经加大了库存储备，
价格稳定。
记者日前从中堂镇经济发展局了
解到，中堂加强生活物资调配与投放
力度，坚持平价蔬菜专柜供应“不打
烊”。同时，加大市场供应动态监测力
度，组建巡查小组每日实地检查市场
供应、疫情防控等落实情况，建立“线
上+线下”保供全链条，努力保障生活
物资供应充足稳定、价格平稳。

冲锋在前
红色力量奋战疫情防控一线
近期以来，中堂镇坚持党建引领、
组织先行、党员带头，迅速激活“平战
转换”工作机制，广泛动员凝聚全镇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力量投入防
疫一线，切实筑牢疫情防控“红色屏
障”。
中堂镇根据全市部署要求，迅速
成立应急处置工作组，设立 16 个工作
小组及专班，由镇领导班子成员担任
组长负责统筹调度、时刻在线、迅速作
战，全方位落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措施。
为有效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中堂
镇党员干部火速集结，卫健、疾控、公
安、医院、社卫中心、网格等部门单位

第一时间赶赴涉疫区域一线工作，镇
党建工作办从镇其他部门单位紧急抽
调 400 多人参加专班、专组、驻村团队
和各核酸检测点及其他防疫岗位工
作。同时，各机关单位党组织结合驻
点联系群众、
“双报到”
等工作，推动共
800 多名党员干部下沉到村（社区），
分批分组，协助做好核酸检测、秩序维
护、人员排查、社会面宣传管控等各项
疫情防控工作，
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
中堂镇党建工作办发出《凝心聚
力，共抗疫情！——致中堂镇各基层
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倡议书》，倡议各基
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进一步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迅速行动、
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带头做好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
高高飘扬。
该镇各基层党组织闻令而动，尽
锐出战，全面整合驻点团队力量、
“双
报到”党员、村（社区）党员、村（居）民
小组长、村（居）民代表等力量，有条不
紊地做好物资搬运、人员信息登记和
排查、协助核酸检测、防疫宣传等各项
工作，精准协调各个区域、各个点位人
员配备，
保障防疫力量不缺位。
在临时管控区内的党员干部就地
“上岗”转为志愿者，协助摸排高龄老
人、孕妇、病患等特殊群体信息，登记
其需求并提供上门核酸、上门送菜送
药等服务，以实际行动全力构筑疫情
防控的
“红色堡垒”
。
生活物资保障专班加强市场供应
动态监测，每日实地检查市场供应、疫
情防控措施等落实情况，有力保障生
活物资供应充足稳定、价格平稳。在
临时管控区设置了多个物资供应点，
做好临时管控区域的管理与服务，保
障群众的肉菜、生活用品等物资供应。
在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基
础上，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人民至上，靠
前服务，在卡口值守、核酸检测、物资
配送等方方面面，时刻关注群众需求，
带头关心关爱群众，帮助身边群众解
决生活难题，让疫情防控既有力度又
有温度。党员、志愿者、医务人员、公
安干警、网格员、基层工作人员同心聚
力，众志成城，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
合力，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志愿招募
开展核酸采样志愿者业务培训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着力
统 筹 调 配 志 愿 服 务 力 量 ，充 实 全 镇
新 冠 病 毒 核 酸 采 样 人 员 储 备 ，提 高
核 酸 采 样 能 力 ，11 月 18 日 ，中 堂 镇
开展核酸采样志愿服务队业务培
训。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和示范实操

■11 月 18 日，镇委书记王耀明，镇委副书记、镇长曾庆云，镇委副书记张应钦，副镇长、公安分局局长张峰对镇内集中隔离场所准备工作
进行督导检查

的方式开展，推动志愿者在学中练、
在 练 中 学 ，切 实 提 高 核 酸 检 测 采 样
能力和水平。
此次培训内容包括理论讲解、现
场技能操作施教和现场演练。中堂医
院院感办主任陈冬云详细讲解核酸标
本的采集方法、采集流程、安全防护、
医疗废物处置、核酸采样的要点和采
集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专业知识。医
护人员现场演示七步洗手法、穿脱防
护服、口咽拭子采样等流程，详细讲解
核酸采样不同场景下的个人防护注意
事项、核酸样本收集和转运、医疗废物
处理等知识。
中堂镇卫健局工作人员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志愿者
的思想意识和采样能力，增强志愿者
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规范志愿者的核
酸采样操作，有效提高中堂镇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和水平。接下
来，中堂镇将持续加大社会采样队伍
的招募力度，对核酸社会采样储备队
伍分批次开展理论和实际操作培训，
力争储备一批在关键时刻能够拉得
出、顶得上的核酸采样员，切实维护广
大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希望广大热
心群众继续踊跃参加到中堂核酸采样
志愿服务队伍中。
据了解，中堂日前发出《关于征集
中堂镇新冠病毒核酸采样队伍的招募
书》。招募书称，根据国家和省、市有
关常态化新冠病毒核酸采样管理工作
要求，为全力做好全镇疫情防控工作，
着力统筹调配志愿服务力量，建立具
备规模的核酸采样志愿者队伍，充实
核酸采样力量储备，提高核酸采样能
力，现需要公开招募储备一批核酸采
样志愿者。
招募对象为中堂镇热心志愿者、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非在岗医务
人员等。招募条件包括：1. 政治立场
坚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

■中堂市场、商超等公共场所严格落实测温扫码等防控措施

■中堂志愿者开展“全民戴口罩”文明劝导行动

制度，有一定时间精力从事核酸采样
工作；2. 学习能力强、适应性好，工作
认真细致，热爱志愿服务事业，具有强
烈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具备服务
他人的能力；3..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和团队合作意识，遵守防疫工作纪律，
服从统一调度，热心服务市民群众；4.
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5. 身体健
康，无不良疾病，能够负担起一线核酸

检测任务。
根据招募书，志愿者要参与中堂
镇卫健局统一组织的核酸采样业务培
训，考核合格后服从镇指挥办统一安
排，参与开展核酸采样工作；根据镇指
挥办统一工作安排，开展临时调配的
其他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有意向报名
可咨询这个电话：中堂镇党建工作办
8881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