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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孟福生）连日来，为
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焦煤集团广大
党员干部纷纷行动起来，捐款捐物，彰显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

“你好，我是申麦成，现在疫情严
重，我以转账的形式缴纳 2000 元‘特殊
党费’，为抗击疫情尽一分力，请查收。”
2月7日，全国劳模、赵固二矿运输队党
支部书记申麦成与该矿工作人员通过电话
沟通缴纳“特殊党费”。

“李书记，我是党员尹连好，由于现
在疫情严重，我以微信转账的形式向组织

缴纳‘特殊党费’2000 元，请帮我转交
给矿党委，为抗击疫情尽一分力。”2月9
日，河南能源劳动模范、古汉山矿安装队
党员尹连好与该队党支部书记李国彬通电
话缴纳“特殊党费”。

一个个汇款、转账信息的背后凝聚着
焦煤集团广大党员干部与疫区同舟共济的
深厚感情。

为应对疫情，中马村矿共产党员、供
应科科长沈力自费购买了300双PE 卫生
手套、80 瓶清凉喉片，中马村矿退休职
工、党员刘海喜购买了200公斤84消毒液
送到生产运行一线职工手中，增强职工战

胜疫情的决心和信心。“作为党员，面对
重大疫情，尽自己所能做一点微不足道的
小事，能够帮助大家抗击疫情，保障一线
职工的人身安全，是一名党员应尽的责
任。”刘海喜说。

自疫情发生以来，焦煤集团党员干部
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变化，疫区群众的安危
牵动着大家的心。赵固一矿党员李满意通
过网络公益捐赠平台向河南省红十字会捐
款1万元，古汉山矿党员通过河南省慈善
总会网络公益捐赠平台捐款3000元。

一分关爱凝聚一分力量。在焦煤集团
广大党员的带动下，基层各单位职工纷纷

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持疫情防控工
作。方鑫隆公司职工董海波、郭文芳夫妇
向修武县红十字会捐款 5000 元，赵固二
矿职工韩振先捐款 200 元、秦志强捐款
200元……冯营电厂武保部职工贺井梅捐
赠84消毒液16壶、N95防护专用口罩150
个，彰显了焦煤职工的一分爱心。

“这是一场全民的战斗，焦煤集团干
部职工将上下齐心战‘疫’到底。我们相
信，在党的领导和带领下，必将战胜一切
艰难险阻，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最终的胜
利。”焦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增
坚定地说。

焦煤集团党员干部抗击疫情献爱心

本报通讯员 郭宴光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冲淡了
节日的喜庆氛围。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九里山矿党委按照焦煤集团党
委的统一部署，迅速行动，周密安
排，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
战迅速拉开了序幕。

走进九里山矿，映入眼帘的是
党旗飘扬、党徽闪耀，防控一线处
处能看到党员干部的身影……

发自内心的请战书
“门岗是防控的关键，作为一

名党员，我请求到门岗带班，到最
危险的第一线。”郑发昌是该矿第
一个递交请战书的保卫人员。

民警队长张文陶，其爱人是中
央医院的护士，年前就接到了停止
休假的命令，一直坚守在工作岗
位。节日期间，张文陶也同样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家里的困难没有给
任何人提过。“我虽然不是党员，

但是我要向党员看齐，争取早日成
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把入
党申请书郑重地交到了指导员耿好
明手中。

面对战“疫”，巾帼不让须
眉。该矿机关党支部一天之内同时
收到了组宣科王梅递交的请战书和
入党申请书。“作为一名宣传工作
者，我要向党员学习，到一线去采
访，请党组织批准。”她诚恳地对
党支部书记说。

“目前，矿党委已经收到请战
书87份、入党申请书12份。面对
生死考验，没有人考虑个人的安
危，全矿党员干部纷纷请战，逆势
而上，令人震撼，让我感动。”该
矿党委书记许成富说起这些事，难
掩内心的激动，几度哽咽。

党员组成的服务队
焦煤集团疫情防控专题视频会

召开后，该矿机关党支部立即成立
了党员服务队和督导队。

每天 10 时，是该矿一线职工
上下井的高峰期。后勤科和机关党

员服务队将一杯杯热气腾腾的中药
汤送到职工手中，浓浓的汤药如同
一股暖流滋润着每一位矿工的心
田。

在职工餐厅，党员服务队一遍
遍宣讲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途径、
防范措施，指导大家分散就餐，做
到科学预防。党员督导队每天走遍
矿区的角角落落，对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排查与疫情防
控相关的难点问题，协调处理异常
情况。

后勤科党员服务队每天都要对
办公楼、“两堂一舍”等重点场所
进行清洁、消毒。为保障在矿职工
就餐，后勤科提前筹备食材，保证
了饭菜花样不减。同时，千方百计
通过多种渠道采购口罩、酒精和消

毒液，保证了防控用品的足量供
应。供应科党支部组织人员加工床
板，满足职工住矿床位。

温暖人心的问候
2 月 6 日凌晨，天空飘起了雪

花，气温骤降到摄氏零度以下。就
在这个关键时刻，矿领导许成富、
李国栋和矿工会慰问队纷纷来到一
线看望慰问职工。

“现在，外部形势仍然严峻，同
志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希望大
家按照焦煤集团党委的要求，继续
严防死守。同时，要作好自身防护，
注意自身的安全。”李国栋叮嘱道。

隔离，阻隔不了关爱。该矿各
党支部对因疫情不能返岗的职工，
每天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进行问
候，及时送去党组织的关怀。

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赢得了职
工的信任和好评，成为职工日常生
活的贴心人、战胜疫情的“主心
骨”，也激励着全矿职工以良好的
心态，积极投身安全生产之中，矿
井各项工作井然有序。

战“疫”，他们冲锋在前
——九里山矿党员干部抗击疫情现场直击

本报讯（通讯员孟福生）众
志成城抗疫情，勇担使命再出
发。2 月11 日，焦煤集团开元化
工紧急调配生产原料，组织人员
加班加点生产20吨84消毒液，并
火速运往南阳市淅川县，全力支
援当地疫情防控工作。

2月7日，焦煤集团接到南阳
市淅川县发来的疫情联系函，希望
焦煤集团帮助生产消毒液13.8吨，
解决淅川县防疫物资缺乏的难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接到联系函后，焦煤集团迅
速行动，要求开元化工全力以赴
做好消毒液的生产工作。开元化
工按照焦煤集团的要求，积极组
织生产，加强人员调度，争分夺
秒抓进度，如期完成了20吨84消
毒液的生产任务。同时，积极与

淅川县政府联系，合理安排路
线，保障运输通道畅通，为此次
驰援疫区赢得宝贵时间。

“我代表淅川县人民谢谢你
们。这批珍贵的84消毒液对淅川
人民如雨中送伞、雪中送炭，我
们将发挥这批防疫物资的作用，及
时分发到各条战‘疫’前线，共同抗
击疫情。”2月11日，淅川县有关负
责人马成强激动地说道。

困难面前伸援手，雪中送炭
显真情。“阻击疫情，我们开元化
工义不容辞。下一步，我们要在
焦煤集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团
结一心，众志成城，科学合理组
织好84消毒液的生产，用实际行
动诠释国有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开元化工负责人刘军坚定地说。

开元化工

大爱无疆驰援疫区

本报讯（通讯员古宣、王宝）连日来，古
汉山矿采取多项措施，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安全生产，切实做到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两
不误。

宣传教育到位。该矿充分利用广播、内部
党建微信群、企业微信公众号、标语、班前会
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贯彻《河南省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加强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在全矿上下形
成了浓厚的防控疫情宣传氛围。同时，教育职
工不信谣、不传谣，不走亲访友、不聚人堆，
出门佩戴口罩，遵法守纪，科学防控疫情。

落实责任到位。该矿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矿党政一把手任组长，并下发了

《古汉山矿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严格按文件要求落实责任，实行封闭式管
理，严禁外部车辆和人员入矿。同时，矿分管

领导对区队科室实行包保，每天深入区队，详
细排查职工本人和家庭成员接触异常人员情
况，凡发现与疫情区域人员接触的，一律不准
入矿上班，并责令在家自行隔离14天后，到矿医
院检查确保健康正常方可上班。为确保职工健
康，每天对“两堂一舍”进行消毒，矿医护人员对
在矿职工每天测两次体温，确保疫情零发生。

组织生产到位。春节后，该矿科学合理组
织生产，今年1月28日以来，该矿综采一队在
人员出勤少的情况下，在1604综放工作面，克
服各种困难，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每天坚持原
煤生产4000余吨。掘一队组织职工加班加点，
在1606运输巷圆满完成了可视化综掘机安装任
务，提升了矿井智能化建设水平。开一队在
1605中间底抽巷施工，在矿压大的条件下岩巷
掘进60余米，为该矿生产任务的完成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古汉山矿疫情防控安全生产两不误

⬅近日，焦煤中央医院党委根据发热病房有8名队员是党员的实
际情况，决定正式成立发热病房临时党支部，切实凝聚起疫情防控的
强大合力，让党旗高高飘扬在疫情防控一线。 王 雪 摄

本报讯 2 月 13 日下午，中
站区委书记董红倜轻车简从、不
打招呼，先后深入李封街道岚璞
尚宅小区、岚光巷、景文百货超
市，冯封街道佰利佳苑小区，许
衡街道李封三村、东王封村，王
封街道玫瑰园小区、王封汇超市
等疫情防控点，看望慰问一线工
作人员，暗访督查人员在岗情
况、卡点值勤情况和“三统一”
代购机制落实情况。该区领导石
文明、王小军等陪同暗访督导。

暗访中，董红倜充分肯定了
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岗位、守土尽
责的担当精神和冲锋在前、连续
作战的优良作风，对大家的辛苦
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和亲切慰问。
他要求有关部门，要深入挖掘、
大力宣传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先
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弘扬正能
量，提振广大群众战胜疫情的底
气和信心。

对暗访中发现的个别社区疫
情防控卡点设置不科学、“三统
一”代购机制落实不到位、“小喇
叭”宣传力度减弱、管控措施落
实不严格等问题，董红倜交待有
关领导和督查组同志，要及时向
有关部门和街道反馈问题，约谈

责任领导，加大督导力度，确保
从严从快整改落实到位。

董红倜强调，当前疫情防控
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各
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市委书记王小平暗访督导中站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认
识、优化服务，打好防控“组合
拳”，力保中站区不发生疑似病例
和确诊病例。要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增强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
营造众志成城、群防群控的浓厚
氛围；要把排查贯穿始终，做到
不留盲区、不漏一户；要加大统
一登记、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的

“三统一”代购服务机制宣传推广
和落实力度，成立“三统一”服
务中心和服务小组，明确专人登
记、采购、配送，确保家喻户
晓、落到实处；要严格落实居民
家庭“三天一人次外出”和复工
上班人员“双路条”制度，坚决
阻断疫情传播渠道；要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在大战中践行初心
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确保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 （杨帆）

董红倜暗访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2 月 12 日上午，中
站区委副书记、区长赵红兵对许
衡街道李封一村、东冯封村，府
城街道小尚村、南朱村等疫情防
控卡点进行督导检查，并看望慰
问一线工作人员。该区领导仝战
军及区卫健委、督查局主要负责
人陪同督查。

督查组指出，当前，疫情防
控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
坚决克服厌战、松懈情绪，进一
步拧紧思想“总开关”，作好打持
久战的准备，以更扎实的作风、
更严实的举措持续抓好疫情防控
工作。

就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督查组要求，要科学安排、
合力调配，不断充实一线疫情防
控力量。要坚持和完善“三个三
分之一”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机
关干部、基层党员和群众的作

用，切实保障各疫情防控卡点的
物资供应和人员安全，为持续打
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坚实
基础。要强化落实、精准防治，
全面加强辖区人员管控。要严格
落实“三天一人次外出”、企事业
单位职工“双路条”等制度，不
断完善“三统一”代买代购服务
和“两不见面”机制，采取不同
形式，鼓励群众“非必须不外
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外出和集
聚，坚决阻断疫情传播渠道。要
倡树先进、广泛发动，持续加大
宣传工作力度。要强化信息公
开，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大力宣
传全区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出来
的先进事迹和典型做法，积极弘
扬社会正能量，通过示范引领和
榜样带动，更加广泛地发动群
众，真正形成群防群控的工作局
面。 (牛建锋)

赵红兵督查辖区村庄疫情防控工作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始
后，刘娴就没有回过家，也已经很
长时间没有见到孩子，每天只能通
过微信与孩子说说话。

刘娴，原来在中站区王封街道
从事计划生育和健康教育工作，到
去年年底已有 13 个年头了。今年 1
月13日，王封街道将她派到春晓社
区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刚到社区还
没完全熟悉工作，来势汹汹的疫情
就把她推向了疫情防控的战场上。

春晓社区共有 13 名工作人员，
并且全部是女性，而管辖区域却居住
有2000多户、7000余人。范围大、居
民多，防控工作难度大，牵涉到7000
多口居民的健康安全问题，不能出现
任何闪失。对于初来乍到的刘娴来
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这并没
有吓到她和她的姐妹们。

她们出主意想办法，在辖区设
立疫情防控卡点、隔离栏……全力
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春晓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李莉说:
“我们都是在社区工作的老人员，对
社区工作情况比较熟悉。在这个关
键时候，我们要齐心协力，与刘娴
一起共渡难关，不能让春晓社区的

疫情防控工作落后。”她的一番话，
得到了社区姐妹们的赞同，也让刚
刚上任的刘娴信心倍增。刘娴鼓励
大家：“我们社区虽然只有 13 个工
作人员，但党员就有 9 人。我们每
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再大的困难
我们也能解决。只要大家团结一
心、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够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就这样，她们自投入疫情防控
工作以来，就一直处于高速运转状
态。目前，该社区共设置4个疫情防
控卡点，每个卡点3个人，保证9个党
员全在一线，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刘娴每天除了与街道对接工作
外，还要奔赴在各个疫情防控卡点
找问题、查不足，以便及时解决。
每到吃饭时间，她都会先到疫情防
控卡点接替其他工作人员，好让她
们先吃饱、不受冻。有时候忙起
来，她中午饭也是简单地应付一下
就继续投入工作。刘娴带领她的姐
妹们在各个疫情防控卡点坚守，让
社区居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前
几天天气寒冷，社区一位叫马凤金
的老党员就熬了一锅冰糖梨水让大

家暖身。在疫情防控卡点值班的党
员连翠香，前几天舅舅去世，她不
能前去，就委托家中的两个弟弟去
料理舅舅的丧事。她说：“眼下疫情
当前、国家有难，咱是党员就应该看
好群众的门、守好群众的健康，家里
的事都是小事，现在最要紧的是工
作。”陈清华是社区的一名普通工作
人员，虽然离家不远，但疫情防控值
班让她没有办法回家。于是，她就
委托家中的老人照看两个孩子。刘
娴感慨地说：“不管是辖区的党员还
是我的姐妹们，对疫情防控工作的
辛苦付出，都让我为之动容。”

2月8日下午，市内一家爱心企
业通过焦作新媒对基层社区工作人
员捐赠一批慰问物资，刘娴及时与该
企业负责人对接。李莉马上找来一
辆面包车，由刘娴前去装卸物品，一
直忙到晚上，然后又到疫情防控卡点
替换其他值班的同志……连日来，每
天都是如此，同事吃饭她值岗、同事
回来她继续忙。

刘娴说，“春晓娘子军”在危急时
刻，个个拥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
概，像一朵朵铿锵的玫瑰，在疫情防
控一线绽放着绚丽风采。 许来伟

“春晓娘子军”战“疫”一线展风采

图①② 2月10日，中站区文广旅局积极联系河
南亿香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起到该区人民医院，
慰问抗击疫情最前沿的“逆行勇士”，送去价值2万
元的食品物资，对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的医护人员表
达崇高的敬意和暖心的关怀。许来伟 杨 莉 摄

本报讯 “企业疫情防控措施是否落
实到位？复工复产情况怎样？还有什么问
题需要协调解决？”2月14日下午，中站
区委书记董红倜带着这些问题，深入宝武
物流园、维纳科技、华德瑞、中州炭素、
鑫诚耐火等辖区重点企业，调研督导企业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他说，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到了
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紧跟中
央和省委、市委、区委决策部署，坚定信
心、科学应对，统筹兼顾、分类施策，坚
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双胜利”。该区领
导仝战军、石文明、李晓林、杜洪波等一

同调研督导。
为做好辖区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工作，该区率先研究出台了《加强企业疫
情防控、支持帮助企业复工复产的意
见》，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企业生产经
营的影响。截至2月13日，该区已复工复
产规模以上企业38家，在岗职工近8000
人；到本月底，复工率将达95%以上，职
工上岗人数将超过2万人。

“公司外来返工人员有多少？疫情防
控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企业订单有没有
受到影响？还有哪些困难和问题需要区
委、区政府协调解决？”每到一处，董红
倜都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仔细检查企

业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医用物资保障和安
全生产情况，详细了解原料来源、企业用
工、物流运输和市场供应等情况，关切询
问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
场协调解决。

调研中，董红倜强调，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是企业复工复产的前提，各企业要坚
决履行好主体责任，克服松懈麻痹思想，
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要加强宣传教
育，切实增强员工的自我防护意识。要坚
定信心决心，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恢复生
产经营，努力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为实
现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贡献力量。

董红倜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毫不松懈

抓牢疫情防控、千方百计抓好复工复产工
作，切实做到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认真落实、不
断完善、支持帮助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措
施，深入听取企业的意见和建议，转变工
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优化企业服务，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遇到的资金、
人员、运输、物流等困难和问题，尽快实
现辖区企业全部顺利复工复产。要增强工
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抢抓中央和省、市
政策机遇，科学谋划、变危为机，把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现“弯道
超车”，坚决打赢打胜疫情防控和经济发
展“两场硬仗”。 （牛建锋）

董红倜在调研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时强调

要毫不松懈抓牢疫情防控
千方百计抓好复工复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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