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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鲍捷）疫情
无情，人间有爱。为支援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彰显焦作
审计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
结友爱精神，经市审计局党组
研究决定，从 2 月 10 日 19 时
起，向全体干部职工发起对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爱心捐款
活动。

倡议书一发出，得到了审
计干部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
踊跃捐款，倾情相助。截至2
月 11 日 9 时，短短十几个小
时，市审计局 90 名干部职工
已募集捐款14650元。

2月12日上午，市审计局
副局长闫清军代表市审计局全

体干部职工将募捐的资金送到
焦作市红十字会，为我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奉献一
分力量。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中，焦作市审计干部职工始终
走在抗击疫情第一线，在做好
本单位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积极践行初心使命，选派 20
名优秀党员干部奔赴社区防控
一线，在疫情防控中走在前、
做表率。第一时间成立审计
组，开展疫情防控资金和物资
监督跟踪审计，充分展现了审
计干部的初心与担当，为坚决
打赢我市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
应有的贡献。

90颗爱心汇聚善款为抗疫

2月4日
主动请战到抗疫一线。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广大

党员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
为审计铁军的一员，积极报名到抗疫一线——解放区新华
街道社区工作，配合管理辖区内居民小区的防控筛查及劝
返外来人员工作。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百姓，全国都在齐心打
响一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战争。我也早已作
好准备，随时投入防控排查工作，并时刻提醒自己，不能
有一点松懈，跟时间赛跑。

2月5日
天气转冷，防控形势更加严峻。我所在的社区面临着

老旧楼院多、很多楼院没有物业和业主委员会的情况，造
成人手更加短缺；甚至有些楼院没有大门更没有门岗，连
防控点都无处设立。于是，我和其他人员及社区工作人员
一起到各个楼院动员，辖区内的党员和志愿者纷纷站了出
来，缓解了我们人员不足的压力，我们的内心也倍受鼓
舞。此刻我深深地体会到：有一种伟大，叫逆行。而共产
党人，永远站在了前面！

2月6日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社区就是一座堡垒。

今天雪下得很大，我想到了同样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同事
们，想到他们顶风冒雪、砥砺前行的身影，寒意立刻烟
消云散，心里充满了战斗下去的决心和勇气。这样的天
气下，群众出门买菜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尤其对
一些年龄较大的住户，既有防疫方面的担心，又怕他们
出门摔倒。经过多方打听，获得了一个菜农的微信，在
确认菜价不高于市场且可以免费送菜上门后，遂向组长
和社区进行了汇报，希望可以对大家的生活有所帮助。
齐心协力，共克时艰，审计人永远站在人民群众最需要
的地方。

2月7日
没有被禁锢的城，只有隔不断的爱。今天，社区全面

开始使用摸排信息的小程序，居民可以在微信群内通过扫
码进入程序，填写家庭成员情况和出行、健康等方面的信
息，对提升效率和作好隔离很有效果。同时，为居民送菜
上门的行动也进入实施阶段，为一些不方便出门和正在隔
离期的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没有任何困难能压倒英雄的
人民，更没有任何困难能阻碍党员坚定的信念。

2月8日
冲锋的日子紧张又充实。几天的工作下来，我深感基

层工作的不易。有的楼院居民存在恐慌情绪，对返城人员
的出现极度焦虑，甚至有人要堵门拒绝返城人员回家；也
有人仍然不以为然，想聚堆、想外出、出门不带口罩等情
况时有发生；更有甚者对我们的工作不理解，恶语相向。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是战士；在这个守护生命
的日子里，我们是卫士。我们愿意用所有的热情托起人民
群众的信任，愿意用更多的笑脸守护人民群众的心愿！对
此，我深信不疑，一往无前。

2月9日
严防死守，不漏一个。通行证的制度落实几天了，越

来越多的人能够配合我们，尽量少出门，出门时主动出示
证件、做好登记。尤其是一位准备出车到外地的司机，在
听了我们的劝解后，马上跟老板沟通，讲解疫情的严重，
获得了老板的理解，取消行程返回家中。群众的理解和单
位领导的关心，让人如沐春风。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打
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月10日
和媳妇并肩作战倍儿有劲。连日的值班、消杀、劝

返、摸排等工作让人身心疲惫，由于天气寒冷且全天待在
户外，自己的手也冻肿了。妻子在医院工作，从年前到现
在没有休息过一天。由于我们没有时间、精力为孩子辅
导，孩子的网课学习总是没有办法按时完成。看着每天辛
苦帮我照顾两个孩子的母亲、看着委屈的孩子，我深感自
责……但我更知道党员没有个人利益，共产党员要时刻听
从组织召唤，越是艰难越向前！疫情面前，我们更应当舍
小家为大家，争当“逆行者”挺身而出，在这场特殊的战
役中彰显初心，接受考验。我相信，大爱无边终究会驱走
倒春寒。晴川历历，芳草萋萋，不尽长江依然滚滚向前！
我们要与全国人民一道，在党旗的指引下，将疫情的黑暗
驱散，迎来光辉的明天！

本报记者 鲍 捷 整理

市审计局干部刘洋的——

战“疫”日记

本报记者 鲍 捷

2月2日深夜，接到市纪委监委组织部
发出的《关于选派党员干部参加疫情防控
一线工作的通知》后——

贾莹莹：第一时间主动请缨

“两个孩子都那么小，听说你爱人也要
去一线参加疫情防控工作，有没有什么困
难？”得知贾莹莹主动申请，组长刘玉梅关
切地问道。“没有困难，都能克服。”贾莹
莹斩钉截铁地说，“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纪检干部，这是
我应该做的。”

贾莹莹的爱人也参加了疫情防控一线

工作，家里两个孩子，大一点的需要每日
按照老师要求进行课程辅导，小一点的孩子
刚满一岁，父母年龄较大，照顾孩子不便。
但她克服种种困难，不讲条件，坚持到疫情
防控一线尽一分责任。她说：“虽然不能像
医护人员那样冲锋在第一线，可作为一名党
员干部，有责任有义务在关键时刻出一分
力，只希望同所有抗击疫情的人一起努力，
快一点再快一点让疫情的阴霾消散。”

2月4日，贾莹莹去到交通不便、地理
位置较偏僻的中站区月山街道月山社区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一到地方，她就立即配
合街道办、社区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重
复发放疫情防控宣传资料、张贴公告，为
进出居民登记、测量体温、酒精消毒。为
保障社区居民群众生命健康，尤其是满足
居家隔离人员日常生活需求，她和街道

办、社区人员一起制订了“三统一”方
案，即统一登记、统一采购、统一配送。
事实证明，这个方案有效又实用。

疫情面前敢担当，风雪无阻送温暖。2
月5日、6日，气温骤降，雪花飞舞，贾莹
莹和社区工作人员迎着冷风，将统一采购
的蔬菜等必需品逐一送至隔离人员家中，
也为他们送去了关心和温暖。

赵继鹏：站好防控每一班岗

接到通知后的第一时间，作为党员、
纪检干部的赵继鹏立即就报了名。他在主
动报名之后，想到的是自己妻子也将赶赴
疫情防控第一线。女儿咋办？为了站好防
控的每一班岗，他和爱人将女儿送到了孩
子爷爷奶奶身边。

2 月 4 日，他来到定和街道万方社区。
到岗伊始，他就积极投入到社区疫情防控
工作中，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帮助发放疫
情防控宣传资料、张贴公告，为进出居民
登记、测量体温、消毒……与社区人员共
同站好防控工作的每一班岗，守护好社区
居民安全。

关键时刻见担当。2月6日，为更好地
保障社区居民安全，全面了解居民的相关
情况，赵继鹏上午冒雪值班6小时后，下午
又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对防控点的72户
住户逐户进行走访，了解是否有市外归来
人员。为保证采集数据准确无误，他又与
社区工作人员一起进行电话核实或者二次
走访，赢得了小区居民理解和支持。

“在值班过程中，经常有小区群众询问
我们是否需要热水，是否需要其他帮助。
这使我感受到群众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
让我对打赢这场战‘疫’充满信心。”赵继
鹏在一次值完班后感慨地说。

一位哲人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对
我们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我就会认为自
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正是两位年轻
的纪检干部舍小家为大家的真实写照。

为大家，舍小家
——记市纪委监委驻审计局纪检组的两名工作人员

这是一个孩子记录的爸爸妈妈抗
疫“流水账”，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
的亲情和对参加抗击疫情人们的崇
拜，请看——

擦亮星星的人
我叫宋煦颜，今年 13 岁了。我

的妈妈李萍是市审计局计算机审计科
科长，我的爸爸在市中心血站工作。

今年的春节，和往常太不一样。
在外出差5个月、审计了3个大

项目、连祭灶火烧都没能回家吃的妈
妈终于回来了，我非常开心。妈妈说
能多陪陪我，美美地过个春节。我也
想跟着爷爷奶奶和妈妈在家蒸包子馒
头、炸排骨肉丸，美滋滋地吃各色美
食……可是回到家的妈妈除了去开
会，还一遍遍在家修改她的什么专报
材料，说是难度相当于我写200篇作
文，令我很是咋舌；在卫生系统工作
的爸爸则每天带回让家人神色越来越
凝重的消息：有个叫“新冠肺炎”的
家伙，贪婪而可怕，由于某些人贪嘴
猎奇滥吃野生动物而潜入人群，悄悄
扩散……

农历大年三十。爸爸要回单位查
岗和慰问值班员，妈妈不放心他一人
开车，也跟去了。我和爷爷奶奶在家
包饺子等他俩回来，我还担心妈妈又
开始有些咳嗽了，她之前出差时总加
班，抵抗力下降了。

农历正月初一。爸爸更焦虑了，
不断地看微信上他的各种工作群，嘴
里喃喃念叨着他们卫生系统已经动员
上岗工作了，恰好二姑在家庭群里提
出为了家人健康明天不要聚餐了，一

向喜欢热闹、为全家节日相聚准备了
很多食物的爷爷奶奶，这次竟然爽快
地同意了！

农历正月初二。清早爸妈就带我
往焦作赶，爸爸一头扎进单位，中午都
不回家吃饭。妈妈带我做做运动、阅读
学习和玩耍，我想约小伙伴一起出去跑
跑跳跳可是被否决了。妈妈说我在家
画画看书玩耍就是为国家作贡献了！

农历正月初七。妈妈去社区参加
防控的“装扮”让我和爸爸笑坏了，
大冬天的她穿了个雨衣，居然还戴个
夏天的防晒帽，爸爸笑她说“别吓坏
小区居民啊”，却又感叹道：“没有防
护服的情况下，这也算是没办法的办
法了，防护好才重要。”妈妈担心的
却是她断断续续还没好的咳嗽会让同
事和社区居民“心里别扭”，只顾着
喝清热解毒口服液和川贝枇杷糖浆。

这几天，妈妈下班越来越晚，回
家总是说累，走或站了几个小时腿
疼。我问了才知道她们得按楼层每户
跑去敲门问情况登记，或是在小区门
口站岗排查，真辛苦呀！我赶紧给她
剥个橘子慰劳慰劳，还包了洗碗的活
儿。爸爸也还是忙，回家总大发感慨
地说他们血站能在出门人少的防疫特
殊时期保障了供血，献血者和采血工
作人员都是多么不容易。

我在想，爸爸忙采献血，妈妈忙
防疫，那么多献血者赶去献血……这
让我想到一句诗：“总得有人去擦
亮星星……”是的，他们都是“擦
亮星星”的人，平凡之中又那么的不
平凡！

本报记者 鲍 捷 整理

一个孩子的“流水账”

市审计局驻中站区龙翔街道周窑村工作队帮
扶队员薛殿成、柳建生在村口疫情防控卡点执
勤。

解放区审计局志愿者在上白作街道老牛河
村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山阳区审计局人员向山阳区太行街道华盛
社区捐赠防疫物资。

本报讯（记者鲍捷 通讯员
黄允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作为政治机关、监督机关和宏观
管理部门的市审计局深刻认识到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严格按照上级“切实做好
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和生活必
需品保供工作，财政和审计部门
要加强监督，保证资金用在刀刃
上”的要求，坚定扛牢服务保障
疫情防控政治责任，积极主动发
挥审计职能作用，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审计保障。市委副
书记、市长徐衣显也对市审计局
认识高、行动快，积极主动开展
疫情防控物资和资金跟踪审计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审计
部门进一步完善疫期特殊背景下
的工作方式方法，切实提高跟踪
审计的质量和效率，争做出彩审
计人。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疫情防
控保障机制。为深入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的部署要求，为严格机关防控管
理，市审计局及时成立了新冠肺
炎疫情应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
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
的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指导市局
机关疫情防控工作，研究决定有
关重要事项。及时传达了中央、

国家审计署、河南省委、省审计
厅、市委、市政府关于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等上级文件。同
时，为加强对疫情防控资金和物
资管理使用的审计监督，确保疫
情防控资金和物资安全高效使
用，按照省审计厅要求，市审计
局党组研究成立疫情防控审计监
督领导小组，印发 《中共焦作市
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焦作市审计
局关于扛牢疫情防控政治责任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审计保
障的通知》，11 个县 （市） 区审
计局也相继成立了审计监督领导
小组，动员全市审计机关和审计
干部迅速行动起来，加强对疫情
防控资金和物资管理使用情况的
跟踪审计监督，促进疫情防控款
物及时规范高效使用，推进市
委、市政府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同时，主动
联系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办公室在后勤保障组专门
增设了审计监督组，市审计局派
出 3 名骨干人员承担审计监督组
职责任务。

响应市委号召，积极参与一
线疫情防控。市审计局党组在要
求各分管领导妥善安排日常工
作、严格机关管理，全体人员防

控排查、做到“日报告”和“零
报告”的同时，积极响应市委号
召，确定20名优秀党员干部组成
党员先锋队充实到社区防控一
线，亮身份、树旗帜、勇担当，
全力配合、坚决完成小区、楼院
疫情防控工作。审计干部职工关
键时刻迎难而上，在疫情最前线
践行共产党员和审计干部的使命
和担当，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审计力量。还通过 《焦
作日报·审计纵横 （疫情防控专
刊）》、微信公众号、微信工作群
等多种形式传达党中央、国务院
重大部署和审计署、省委、省审
计厅和市委、市政府通知精神，
及时转发权威防控知识，弘扬正
能量，增强群众的防控意识。

积极主动对接，开展疫情防
控物资和资金的跟踪审计工作。
全市审计机关充分认识到，开展
疫情防控跟踪审计，最终目标是
推动市委、市政府和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服务
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
开展。一方面，市审计局主动与
市委、市政府和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对接，及时汇报审计监督领导
小组工作职责和审计监督组的工
作开展情况，落实市委、市政府
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审计工

作的指示要求。另一方面，每天
向市卫健委、市财政局等主要疫
情防控款物管理单位调查了解疫
情防控工作过程中财政资金和社
会捐助资金及物资的管理、分
配、使用情况，共同研究制定物
资、资金等管理使用规定，提出
规范相关程序和手续的审计建
议，防范出现挪用、截留、挤占
疫情防控资金和物资等行为。同
时，坚持“三个区分开来”要
求，支持疫情防控一线党员干部
敢作为、敢担当，避免因工作方
式方法不当，影响疫情防控工作
正常开展，既要做到监督不缺
位，也要确保工作不越位，全力
以赴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大局。

下一步，市审计局将认真落
实上级工作要求和市领导指示，
按照统一工作部署，突出重点任
务，讲求方式方法，持续跟踪监
督疫情防控政策、资金和物资落
实使用情况。

一 是 将 根 据 省 审 计 厅 和 市
委、市政府统一要求，将疫情防
控跟踪审计列入年度审计项目计
划，积极发挥审计专业优势，督
促相关部门单位和县 （市） 区认
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的有关决策部署，跟踪
掌握我市疫情防控物资、资金投

入及使用整体情况，对财政安排
和社会捐赠资金物资的管理、分
配、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并
向社会进行公告。对疫情防控资
金和重要物资等使用中发现的违
纪违规行为和问题及时进行查处
和纠正或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确
保各项疫情防控政策的有效落
实、专项物资资金的合规使用。
审计机关还将结合疫情防控有关
实际情况，提出审计意见建议，
为党委政府疫情防控工作决策提
供参考。

二是讲求方式方法，切实提
高跟踪审计质量和效果。全市审
计机关将结合各县 （市） 区疫情
防控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审计署
提出的审计项目和审计组织方式

“两统筹”部署要求，用最快速
度、最大程度归集疫情防控资金
和物资相关数据，充分利用审计
信息化手段，强化运用大数据审
计方式，加大非现场数据分析力
度，让数据多见面，让人员少见
面，突出重点，精准延伸，深化
拓展跟踪审计的广度和深度。严
格遵守审计工作纪律和疫情防控
工作各项要求，严格按照制度办
事，做到依法审计、文明审计、
廉洁审计，切实维护审计机关良
好形象。

市审计局加强疫情防控资金和物资监督跟踪审计

中站区审计局临时党支部的党员在李封街
道紫荆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本栏照片由本报记者刘金元摄）

马村区审计局派出工作人员在马村街道白
庄新村翠苑北区防控卡点指导出入居民进行防
控登记。

市审计局党员干部喻新军 （右） 在解放区
王褚街道锦祥花园社区龙源世家小区为出入居
民测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