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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张苹）自7
月31日我市发生新一轮疫情以来，全市广
大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积极投身疫情防
控，不分昼夜奋战在一线，令人敬佩和感动。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这次
在抗击疫情阻击战中，市文明办、市直机关
工委、团市委、市民政局等部门根据疫情指
挥部的部署，立即向全市各类志愿服务组织
和广大志愿者发出号召，在做好个人防护和
核酸检测的基础上，按照居住地就近就便原
则,主动与各区街道办事处、“双报到”社区
联系，服从服务各街道办事处、社区、核酸检

测采样点统筹安排，积极参与核酸检测、卡
口设防、摸排走访、数据汇总、关爱空巢老人
等志愿服务工作。烟台市各级各类志愿服
务组织和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笃定坚守，
投身到核酸检测工作“最前线”。

截至8月 7日，市直各部门100余个
党组织的1800名机关党员志愿者主动到

“双报到”社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市区
青年志愿者累计在岗3181人次，志愿服
务时长累计38172小时；全市12000名慈
善义工参与疫情防控，累计服务时间超5
万小时。各区市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作用，组织发动1347支志愿服务
队伍，33644名机关党员志愿者和教师志
愿者、14073名社会志愿者，下沉社区（农
村）投身到疫情防控。

广大志愿者奋战在各个检测点，用责
任和担当全力保障检测工作顺利推进，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比如，芝罘区文明传播
志愿服务大队、烟台市月亮姐姐公益发展
中心将队伍分为小组，分散到20余个社区
进行志愿服务，参与志愿者达200余人次，
其中更是有夫妻二人双双报名参与服务；

莱山区爱之源公益服务中心刚捐助30万
物资从河南郑州回来，又立即投入到社区
疫情防控中，并向芝罘区、莱山区捐助矿泉
水、酒精等物资，价值10万元；福山区益善
德志愿服务中心120余人次参加了十个检
测点的维持秩序、帮助登记工作，副队长杨
君阳挨户组织居民有序地下楼做核酸检
测，体力透支厉害，很多的居民被他感动地
也想加入志愿者队伍；海阳市城北善道公
益发展中心每天都会组织100余名志愿者
参与核酸检测工作，成为核酸检测点一道
靓丽的“志愿红”。

本报讯（YMG 全 媒 体 记 者 张苹）
昨日下午，烟台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第
七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我市
疫情防控工作最新进展情况，并回答
记者提问。

已出结果617.15万人全为阴性

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我市全域全员核酸
检测情况的最新进展。截至昨天下午2点，
第二轮全域全员核酸检测共采样送检
653.6万人，已出结果617.15万人，全部为
阴性；其中，开发区、莱山区、高新区，芝罘
区、牟平区、莱阳市、龙口市、招远市、长岛
综试区、昆嵛山保护区等区市已全部出结
果、均为阴性。

开展第二轮全域全员核酸检测，是市
委指挥部根据省市联合专家组研判意见作
出的决策部署，是完成疫情风险清零的重
要手段，只有全民参与、全员筛查，才能尽
快将潜伏在身边的隐性感染者、无症状感
染者甄别出来。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王春雷提

醒市民，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觉得自己没
有接触过感染者，而且已经做过一次核酸
检测，就万事大吉了。德尔塔变异株病毒
载量大、传播力强、传播速度快，希望市民
高度重视起来，自觉服从党委政府号召和
社区（村居）要求，积极参与第二次核酸检
测，争取早日消除风险隐患，回归平安幸福

的美好生活。

封控小区等将有序解除管控

疫情发生后，烟台市委指挥部根据流
行病学调查情况和风险研判结果，对病例
涉及区域分圈层进行了精准管理，在不同
圈层采取不同的管控服务措施，希望大家
配合社区继续做好居家隔离、健康监测、核
酸检测等。

管控时间将根据疫情形势、核酸检测
情况确定，市委指挥部正在研究相关指导
意见，指导各区市对隔离人群、封控小区等
有序解除管控。

市民要继续落实防控措施

王春雷再次提醒广大市民，一定要科
学规范做好个人防护。

“一年多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新冠肺炎
疫情的袭扰，大家都非常清楚，要正确佩戴口
罩、勤洗手、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做好清洁消
毒与通风，做到不扎堆、不聚集等等，这些措
施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效的。”他说，在日常
生活中，严守防疫规定，特别是到交通场站、
港口码头、商场超市、公园景点、酒店宾馆、农
贸市场等公共场所时，自觉接受体温检测
和健康码查验，配合落实好相关防控措施。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张苹）疫情发生以来，我市陆续
停运了省内、省外客运班线，市
内客运班线也缩减了不少，在昨
天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上，烟台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杨
利介绍了最新情况。

市交通运输局适时启动了
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先后下发各
类《方案》和通知16份。加强交
通一线从业人员安全防护，落实
交通运输场站环境消杀措施，优
化城市交通组织，坚持积极防
控、保障民生的原则，在严格落
实防疫措施的前提下，保障全市
生产生活物资运输。目前道路、
水路货物运输基本正常运转。

在客运班线管控方面，根据
上级部门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和
交通运行的现状，暂时停运了烟
台至省内、省外的班线客运和旅

游包车客运，市域内的客运班线
也进行了大幅度缩减。截至目
前，停运县际以上班线 240 条
558辆、县际班线12条190辆。
为保障区市间和市内通行需要，
保持县际线路5条172辆、县内
班线 155 条 560 辆持续运行,
机场巴士线路缩减班次运行，其
中机场至开发区、威海地区暂时
停运。运行车船严格执行不超
过50%客座率的要求。

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等
是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也
是疫情防控的前沿一线。为此，
市交通运输局采取多种措施加强
防控。通过车载电视、语音播报、
微信群、公众号和短信等方式，不
断进行宣传提示，提高公共防护
意识。发出倡议书，要求广大驾
驶员从严执行个人防护、车辆通
风消毒、应急防护等九条意见。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张苹）现在天气炎热市民在
日常佩戴口罩时，应该注意哪
些问题？昨天的新闻发布会
上，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健康教育所所长王朝霞给了专
业解答和指导。

疫情防控期间，建议市民
正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更
高防护级别的口罩，如医用外
科口罩或对非油性颗粒过滤≥
95%的N95、KN95等口罩。避
免同时佩戴多个口罩或带呼吸
阀的口罩。市民在佩戴口罩前
要先洗手，保持手部清洁，佩戴
口罩时分清楚口罩的正、反面，
金属条鼻夹在上。佩戴口罩的
顺序是先将口罩的耳挂挂在耳
朵上，然后上下拉开褶皱，使口

罩覆盖住口、鼻和下颌，用双手
指尖沿着鼻梁金属条，由中间
向两边，慢慢朝面部方向按压，
直至紧贴鼻梁。最后，再适当
调整一下口罩，使口罩与面部
紧密贴合。

有些人为了说话、饮食方
便，习惯将口罩拉到下巴的位
置，或者将口罩挂在手臂上，这
些行为很容易导致口罩内层受
到污染，让口罩失去防护效
果。如果必须摘口罩，可以直
接摘下整个口罩，对折后妥善
保存，需要时及时佩戴。现在
天气炎热，仍然要坚持佩戴口
罩，不要把口鼻露出来，另外，
出门的时候最好多准备几个备
用口罩，如果口罩被汗水浸湿
后，一定要及时更换。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王修齐）疫情防控期间，无
论是出门就餐还是采购食材居
家制作，又或是选择下单外卖
餐饮，如何保障餐饮食品安全
问题是群众普遍关心的焦点。
近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加强
了对食品经营企业、餐饮服务
单位的检查力度，相关企业也
在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保障餐桌安全的第一
防线，市市场监管局对餐饮服
务单位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相关
规定，消费者进门要测体温、出
示健康码，还要及时关注就餐
人员身体状况。“密切关注酒店
消费人员的身体状况，特别是
老年人、幼儿、孕妇及抵抗力较

弱人群，如若发现有发热、感
冒、咳嗽症状的消费者，严格做
好登记工作。”市市场监管局餐
饮监管科相关负责人说。

居民虽减少外出，但是依
然可以看见穿梭在街道上的外
卖骑手。“近日，我们对我市现
有的两家外卖平台（美团外卖、
饿了么）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约
谈，要求外卖企业做好疫情防
控期间网络订餐的食品安全工
作，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餐饮监管科相关负责人说，“已
经对所有快递员进行了核酸检
测，并要求每天及时对外卖箱
进行消毒。”此外，餐饮监管科
相关负责人建议消费者采取

“无接触”式取餐。

汗湿口罩要及时更换
疾控专家指导市民正确佩戴口罩

筑牢疫情期间
餐饮安全“堤坝”

市场监管部门多举措维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第二轮全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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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万慈善义工奋战抗“疫”一线
累计服务时间超5万小时

疾控专家在精心检测疾控专家在精心检测。。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唐克唐克 摄摄

烟台至省内外班线客运
和旅游包车客运暂停

开发区法院开发区法院100100余名干警争当抗余名干警争当抗““疫疫””志愿者志愿者。。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何晓波 摄摄

烟台义工组织向战疫一线捐赠烟台义工组织向战疫一线捐赠1010吨饮用水吨饮用水。。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何晓波 摄摄

莱阳莱阳100100余个志愿服务团队余个志愿服务团队、、近近43004300名志愿者活名志愿者活
跃在防控一线跃在防控一线。。 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邵壮邵壮 摄摄

（上接第一版）在采样现场昼夜连轴转，尽职尽
责，确保两轮全员检测任务顺利完成；

——莱州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体系支撑作
用，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基层疫情防控工作
力量。在城市社区，借助党建网络、党员楼栋长
等机制，组织253个专职网格员、1823个楼栋长
包帮34个社区、353个小区，做到每户每人都有
党员联系。在农村基层，借助“村干部包街巷”

“党员联户”机制，每名村“两委”干部负责帮包一
个街巷责任片，每名党员负责联系10户左右群
众，全市4400多名村干部、4.2万余名党员和村
民代表全部冲在核酸检测工作一线，为整体工作
高效推进提供基础力量；

——栖霞市发出“动员令”“集结号”，全市14
个镇街党（工）委积极响应，迅速研究部署疫情防
控工作、制定防控方案，吹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战斗号角。12个社区、841个村纷纷行动，在
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工作；

——龙口市迅速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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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发动镇街区、机关事业
单位、农村、城市社区、国有企业、“两新”组织等
各领域1700多个基层党组织和5万多名共产党
员积极投身疫情防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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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岛综合试验区第一时间启动党群连
心工作机制，支部引领，党员冲锋，夯实疫情防控
工作组织保障。由网格片区党群连心党支部牵
头，发挥党员干部联系包联住户优势，组织联户
组先后2轮对包联片区住户信息迅速进行摸底排
查，排查出省外进岛返岛人员、开发区返岛人员
514人，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

一座堡垒。截至目前，已有数万名党员志愿者奔
赴社区一线，守卫着烟台大地，筑起疫情防控的
铜墙铁壁。

冲！到最需要的地方

党旗鲜红，凝聚着疫情防控的“硬核”力量，
坚定着战“疫”必胜的强大信念。

3天，近500万访问量，总睡眠时长不足6个
小时。这是市大数据局党员突击队创下的数字。

自8月3日我市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同步启
动的还有“烟台市全员核酸检测大数据平台”，它
提升核酸检测效率，并为收集数据提技术支持。
当日，由市大数据中心总工由永桥，工程师陈大
炜、孙伟及相关技术人员组成“硬核”战“疫”队
伍，“驻扎”至技术支持单位东方电子，全天候保
障平台运转。“白天有大量的数据录入，我们就选
择在凌晨2点到4点进行系统升级优化，全力保
障次日系统的正常运转。”市大数据局电子政务
科科长姜静告诉记者。

看不见的力量，为全市核酸检测“保驾护
航”。

“虽然自己淋了雨，但是核酸检测的队伍没
有乱，群众们都很配合，我们就没白淋。”5日上
午，莱山区突然下起大雨。正在绿色家园社区维
持秩序的市河长制服务中心党员崔爽爽，顾不得
全身淋湿，从社区办公室抱着伞跑到核酸检测队

伍中，“远程”为群众撑起了“保护伞”。随即，其
他党员也找出伞，为群众遮雨。

“本来通知我来维持秩序，可是到了发现医
护人员还需要一名协助配合检测的助手，那我就
上。”当看到现场医护人员急缺人手时，市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党员张颖超“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主
动上前，共同坚守。

疫情之下，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网格，都是一
个微型战场。

在全市疫情防控关键时刻，市直机关工委发
出通知，要求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立
即联系对接报到社区，主动投身疫情防控一线，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和“双报到”工
作要求，积极协助社区开展核酸检测、摸排走访
等防疫工作，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

市直商务系统党员先锋队冲锋在前，火速
驰援社区基层，已有10多个党组织60余名党员
投身全市抗疫志愿服务；市文旅局的50余名党
员队伍下沉社区，协助开展集中隔离人员值守
和核酸检测秩序维护……截至目前，我市市直
机关已有100多个党组织1000多名党员投身社
区抗疫中。

守！直至胜利时刻

“我是党员，我先上。”抗击疫情的“战场”上，
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奋战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生

死关头的第一线，他们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
员”，既当“主心骨”、又当“贴心人”，既是政策的
执行者、又是群众的守护者，用共产党员的高度
觉悟，牢牢把守着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8月4日晚，连续3天坚守在一线的龙口市黄
山馆镇驿东新村片片长、“90”后党员王甜婧突感
心脏不适，晕倒在岗位上。因承担着检测点的整
体调度工作，苏醒后的她只休息了1个多小时便
返回工作岗位。“我是党员，也是工作片片长，这
个时候不能掉队。”王甜婧坚定地说。

每天早上6点半，长岛南隍城乡南隍城村党
支部副书记李盛勇都准时来到码头值班。在这
座“一岛一乡一村制”的偏远海岛上，把好码头这
一关至关重要。测体温、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
测报告……“我们的目标就是全岛不落一人，守
护好海岛安宁。”李盛勇说。

虽然心脏做了五个支架，但高新区马山街道
社区工作人员王传海依然活跃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他抛开身体的疼痛，以一名党员、退伍军人
的使命与担当，毅然坚守在岗位上。“我早就做好
了24小时待命的准备，时刻保持‘战斗’姿态。”
王传海满脸坚毅。

考验面前，坚守是一种责任，“逆行”是一种
勇气。在芝罘医院PCR实验室，作为病毒“侦察
兵”的盖艳丽，已连轴工作了72小时。PCR实验
室虽然不是与患者打交道的前线，却是与新冠病
毒正面交锋的战场，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带来

危险。她和团队不畏惧，“党员就要冲在一线，能
担当，敢面对。”盖艳丽说。检测还在争分夺秒进
行着，在PCR实验室里她虽原地未动，但却也是
这场战疫中最美的“逆行者”。

党员只有走近群众，才能走进群众心坎
里。芝罘区烟台山社区党委副书记、副主任孙
晓明结合居民申请和长年走访日记，立即协调
医护人员上门服务，在病床上为老人检测。“群
众有需要，咱们就得上。”孙晓明说，老人安心，
他们才放心。

当开发区马尔贝拉小区封控后，400余名建
筑及装修工人的核酸检测，成为开发区悦海社区
党支部书记陈宝龙最忧心的事。由于许多工人
没有携带身份证、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加之自身
存在的恐惧情绪，场面一度有些混乱。没有犹
豫，陈宝龙走进工人中间，句句安抚，和工作人员
逐一解决大家的问题。

无需豪言壮语，每当风雨来袭，那群胸前佩
戴党员徽章的人，立刻成为群众身边最可靠的

“主心骨”。没有征召，不用报名，完全自发，65岁
老党员刘明芝因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再次冲到
了第一线；44路公交车党员驾驶员邢开金主动放
弃休息时间，在停车间隙、休班日主动来到场站
与消毒员一起给车辆消毒；一听说要开展全员核
酸检测，莱阳市吕格庄镇东马格庄村党员王哲超
主动请缨帮助村庄维持队伍秩序并为行动不便
老人开辟了一条小小的“绿色通道”……他们不
是没有牵挂，却依然选择义无反顾负重前行，因
为党旗所指，党员所向。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
无不成也。”眼下的烟台，战“疫”还在继续，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还在坚守，他们将坚决守好“防控
线”，解决好群众事，直至胜利时刻。

党旗，在战“疫”一线高高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