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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袭来，烟台人民迅速投入抗疫战斗之中。面对德尔
塔病毒，只有“以快制快”，才能战胜它。

烟台整座城市连夜行动，立即启动全员核酸检测。72小
时内，全市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完成采样检测6482612人，结
果均为阴性。第二轮检测，同时紧锣密鼓进行。“烟台速度”，
跟时间赛跑、跟病毒拼速，迅速引起全国注目。

自疫情出现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人员、志愿
者、基层干部、公安民警昼夜奋战在抗疫一线，在做好全员核
酸检测、社区管控、居家健康监测人员管理、病例管理、宣传
教育、环境整治等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数抗疫
人员坚守一线，不辞劳苦、不喊辛苦，有了这些坚毅前冲的身
影，我们有理由坚信——烟台定无恙！广大市民连夜排队接
受核酸检测，迅速到位、配合得力，有序检测、有效防护，不抱
怨、不埋怨，展现出极强的自律自信。这就是我们抗疫的勇
气和底气，正是有了这些团结有序的身影，我们更坚信——
烟台定无恙！

自律自信有爱，每个烟台人都了不起。
最近几天，全市上下团结一心，争分夺秒，共抗疫情。
我们看到，14000 多名医务人员、8400 多名公安干警、

8200多名社区工作者、29000多名志愿者日夜奋战在一线，承
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与病毒赛跑，不喊累、不放弃、
不收兵。

我们看到，众多医务工作者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顶着
高温连轴转，有的因连续工作晕倒，恢复体力后又继续战斗。

我们看到，众多基层干部不分昼夜连轴干，清晨出发，凌
晨回家，抛小家、顾大家，有的基层干部夫妻二人全部投入一
线检测。

我们看到，众多公安干警在现场来回奔走维持秩序，一忙
就是十三四个小时，行走近10万步，脚肿得鞋都脱不下来。

我们看到，众多志愿者主动请战、连续奋战，衣服干了湿、
湿了干，嗓子喊哑了、皮肤晒黑了，依然选择坚守。

我们看到，众多群众热心捐赠物资，有的义工向战疫一线
捐赠10吨袋装水，有的提供板房，有的无偿送饭，有的扔下钱
不留姓名转身就走……

这些迅速集结的“烟台力量”，在自律自信中彰显大爱，充
分展示了烟台市民的高素质、好形象，充分呈现了烟台的城市
向心力。

“人心齐，泰山移。”全员核酸检测，在这座七百多万人口
的城市里，快速有序进行着。我们看到了科学防疫的效果，我
们看到了齐心协力的力量。所有人都在为“更快一点”“更早
一些”“更进一步”而不懈努力，没有人掉链子，没有人拖后腿，
大家互相给对方力量，互相抱团加油。德尔塔病毒虽然凶猛，
但我们看到的是，烟台人既不畏惧更不慌乱，既不添乱更不捣
乱。大家有信心比病毒跑得更快，大家有勇气不被任何困难
打倒，大家有智慧早日战胜疫情。

每个烟台人都了不起。自律自信有爱，是烟台人的底色，
更是这座城市战胜疫情的“法宝”。时下，烟台正在筑牢疫情
严密防线，烟台人民正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定必胜信
心，加严防控措施，以最快速度、最实作风、最果断行动，全力
抓好防疫这件头等大事，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任何困难，都打不倒英雄的人民。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目
前防疫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不可麻痹大意、不可掉以轻心。警
报已然拉响，防疫既不能急躁冒进，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消
极徘徊，视病毒为洪水猛兽，心态上要稳、行动上要快，措施上
要实，封堵防控漏洞，筑牢人民防线，必将迎来胜利。

疫情防控，责任重大。目前，疫情防控工作正在积极有序
开展。昨日，开发区发布公告称，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共同维护我市疫情防控良好局面，需
要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再接再厉、更加细心，笃定信心、
更有耐心，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自律自信有爱
每个烟台人都了不起

本报评论员

这是一场必须慎终如始的战役，容不
得半点松懈。

“烟台市莱山区确诊1例关联南京禄
口机场新冠肺炎普通型病例。”7月31日
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警报再次拉响。
这一次，烟台面对的是来势汹汹的“德尔
塔”变异株。

8月3日，我市迅速启动主城区全员核
酸检测，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全市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再次奔赴抗疫一
线，从医院到社区，从团队到个人，一个个
战斗堡垒巍然矗立，一面面党旗高高飘
扬，凝聚起众志成城、齐心战“疫”的磅礴
力量，为群众安康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铁
壁长城。

筑！一道牢不可破的铁壁长城

组织力量是战胜艰难险阻的坚实支撑。
8月4日，市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在疫

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要求把党
的堡垒建在防控一线。

通知要求，为在深入构建“1+233”工
作体系中强化党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引

领，各级党组织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重
要任务，立即行动起来，以最快速度、最严
措施、最果断的行动，坚决遏制疫情扩散
蔓延。

时间就是生命，开战就是决战！疫情
防控在哪里，党员干部就挺进哪里。

——在开发区，2万余名党员迅速集
结，分批分次有序下沉社区（村），同步在
所有社区建立临时党支部，组建200多支

“党员先锋队”，24小时进驻社区（村），组
织和动员群众完成两轮核酸检测。发动
全区各直属部门单位，按照“轮巡问民、服
务基层”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分包原则，12
小时内完成全区所有居民、企业、酒店、商
超等经营主体的全覆盖回访，全面构筑阻
击疫情传播的“铁桶阵”，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

——在芝罘区，“众志成城、网格管理、
全员发动”的背后，是3200余名机关党员
干部下沉一线、靠上服务的冲劲儿。建立

“区—街道—社区”指挥调度机制，三级联
动、令行禁止，确保核酸检测现场体温测
量、间隔一米、排队登记、轮班休息、医疗废
物处理等具体工作有条不紊。将全区150
个社区划分成1215个基础网格和513个
专属网格，依托网格科学设置448个标准

化采样点，根据“现状人口数”统计要求摸
排底数82万余人；

——在莱山区，“四级包干”全链条责
任网络迅速构建起来，开展“我是党员我先
上”活动，动员全区1.4万余名党员主动亮
明身份；机关单位1478名党员干部下沉7
个街道园区，全脱产、全天候参与疫情防
控；充分发挥党建联动，实行“五包一”社区
防控责任制，强化驻在式督导，深度织密疫
情“防护网”；发挥楼栋党小组长、党员中心
户等骨干力量作用，坚持“定员定岗定责”，
协助做好人员摸排、防控值守、信息登记、
秩序维护等工作，为助力疫情防控贡献红
色力量；

——在牟平区，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勇当先锋，完善“区—镇街—社区（工作
片）—村（小区、网格）”四级体系，健全网格
化管理台账，明确799个村（网格）955名
具体负责人，扎实抓好网格化、精细化管
理，把疫情防控工作覆盖到户、落实到人。
并结合“双报到”工作，发动2000余名机关
党员干部全力帮助社区做好无物业管理老
旧小区摸排、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蓬莱区吹响防疫动员哨，发出红
色动员令，1330多个基层党组织、3万多名
党员冲锋在前、发挥作用，88个区直报到

单位、3200余名“精兵强将”下沉报到村
居、社区一线。同时，充分发挥仙境“e网
通”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云平台作用，整
合113名社区工作者、2148名网格助理员
和542名社会志愿者等力量，为767名网
格员配发“网格e通”手机终端，实现群众
需求“一呼百应”；

——莱阳市第一时间发布《致全市基
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倡议书》《致
全市广大网格员的一封信》，号召全市各界
力量迅速行动起来，下沉一线同战疫情。
在“党旗红·同战疫”主题活动中，成立226
个临时党小组、30支青年攻坚突击队，24
小时轮流驻守各采样点，相互补位、机动推
进，全力配合医护人员做好宣传发动、组织
引导和登记检测等工作，确保两轮全员核
酸检测任务高效、有序推进；

——海阳市第一时间向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发布倡议书，各层面各领域
党员闻令而动，顶着酷暑，战斗在风险地区
人员摸排、全员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工作
最前沿。在镇街，党委书记带头，机关党员
干部全部扑在一线；在农村，新任村支部书
记积极作为，充分发挥党员联户作用，对外
来人员进行迅速全面摸排；在社区，社区党
组织书记冲锋在前， （下转第二版）

党旗，在战“疫”一线高高飘扬
——全市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冲锋在前筑牢疫情防线纪实

YMG全媒体记者 慕溯 苗春雷 秦菲

奥运三金一铜
烟台创造历史

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这个赛场
金牌属于每个人

● 随着牟平姑娘刘诗颖一枪定乾坤，烟台11位健儿
的奥运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虽然不是烟台健儿参加
奥运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但14个比赛日，取得三金一铜却
创下了烟台历届奥运会历史最好成绩。

● 11名烟台健儿在自己参加的各个项目中，把属于
烟台人的那份坚持和执着，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对于登
上领奖台的选手，我们发自肺腑地祝贺；对于其他7名健
儿展现出的拼搏精神，我们也由衷地表示敬佩！

08版

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送检653.6万人

已出结果617.15万人全为阴性
全市1.2万慈善义工参与疫情防控

累计服务时间超5万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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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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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东京8月8日电 在悠扬而空
灵的音乐声中，奥运圣火缓缓熄灭，第32届
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8月8日在东京新国立
竞技场的夜色中闭幕。

在奥运五环旗引领下，206个代表团运
动员代表依次入场。在东京以9秒83创造
男子百米亚洲纪录的苏炳添作为中国代表
团旗手，高举五星红旗出场。

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777人
组成，其中运动员431人，参加了30个大项
225个小项的角逐，为境外奥运参赛小项最
多的一届。经过16天奋勇拼搏，中国代表
团共获得38金32银18铜，共计88枚奖牌，
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二位，金牌数追平了
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美国代表团以39金41银33铜的成绩，
依然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东道主
日本代表团以27金14银17铜位居金牌榜
第三位。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中国代表团共获得38金32银18铜

中共中央国务院致贺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第32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
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全团
同志表现出色，取得 38 枚金牌、32 枚银
牌、18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实现了运动成
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
得了荣誉。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
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你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备战参赛
带来的严峻挑战，不畏艰难，科学训练，
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圆满完成参赛任
务。在过去的16天里，祖国和人民热切
关注着你们在赛场上的良好表现，为我
国体育健儿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感到高兴
和自豪。你们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勇于

挑战，超越自我，迸发出中国力量，表现
出高昂斗志、顽强作风、精湛技能，生动
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
实现了“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人生誓
言。你们与世界各国各地区运动员同台
竞技、相互切磋，促进了交流，增进了友
谊。你们的出色表现进一步激发了海内
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为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凝心聚力注入了精
神力量。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
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希望你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继
续发扬中国体育的光荣传统，戒骄戒
躁，再接再厉，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
育综合实力，提高为国争光能力，激发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
运动的热情，带动群众体育发展，为推
动增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更大力量。

祖国和人民期待着你们平安顺利归
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1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