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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赵巍巍 通讯员 丛宁波）近日，在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期，栖霞市纪委监委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监督执
纪，双向发力、全面出击，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高质量完成2021
年纪检监察工作任务提供了坚强保障。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该市纪委监委始终坚守职责定位，服务服从全
市大局，8个督导检查组一直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对全市各级党组织
落实疫情防控责任、防疫物资准备和保障、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居家隔
离点值守、干部作风表现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力求以严明纪律督促广
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令出必行，全力护航疫情防控工作。

同时，市纪委监委坚持防控不松、监督不断、工作不乱，持续加大监
督执纪力度，确保疫情防控和业务工作两手抓、两不误。生态环保督查
整改方面，督导巡查组深入各镇街，对省市交办和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
改不到位、不彻底的案件进行逐一现场核查。目前，已督导完成4个镇
街，核查72起，发现问题13起，均已现场反馈，责令限期整改。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监督执纪

栖霞市纪委监委双向发力“两手抓两手硬”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通讯员 王雪丽 ）时间
拨回到8月3日凌晨2点28分，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黑夜的宁
静：“紧急通知，全体机关干部立刻赶回单位，随时待命！事关
疫情！”接到电话，福山区委编办所有同志没有一句疑问，因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使命。

凌晨3点10分，随着住在离单位20多公里外的最后一名
同志赶来，福山区委编办全体机关干部全部集合到位。

“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主战场。”区委编办主要负责同志
说。凌晨5点，率先请缨的3名同志穿好志愿者服装、戴好党
徽，赶往街道集合，接受具体任务安排和简短培训。上午8点，
区委编办共7名志愿者先后到达银河明珠社区，与镇街干部、社
区工作人员共同开展检测点布置、信息登记、现场排队群众情
绪疏导及秩序协调等工作。

8月4日凌晨2点30分，紧张忙碌了一天的核酸检测点前
群众开始减少。此时，距离接到通知已过去整整24个小时。经
过共同努力，区委编办所在检测点的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
2800多例，比预计时间提前半天结束。

福山区委编办机关干部
凌晨投身“疫”线显担当

本报讯（通讯员 莱纪轩）莱州市纪委监委围绕疫情防控工作
最新部署要求，立足职能职责，推动各部门单位扛牢责任，坚决守
住守牢疫情防控底线。

一方面，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对驻在部门履行行业监管责任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紧盯重点人员、关键岗位、重点环节，重点查看
监管责任、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以及疫情防控工作中是否存在思
想麻痹、敷衍应付、推诿扯皮等作风问题。推动形成发现问题、督
促整改、完善制度闭环监督模式。同时，联合莱州市委组织部成
立6个专项监督检查组，对全市14个集中隔离点、居家隔离、“三
小场所”、商超、港口、车站、快递公司、建筑工地等方面开展分领
域跟进监督、全程监督、精准监督，推动各级疫情防控指挥和工作
体系高效运转，把好外防输入“第一道关口”，扎实筑牢疫情防控
底线。同时，组织党员干部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志愿参与社
区信息摸排、协助做好核酸检测等工作。

莱州市纪委监委
紧盯各级坚决守牢防控底线

自8月3日我市启动全员核酸检测以
来，不仅仅这支队伍，莱山区已动员全区党
员主动亮明身份，扛起责任，机关单位1478
名党员干部已下沉7个街道园区，全脱产、全
天候参与疫情防控。这期间，有太多令人感
动的镜头，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党员，如一个
个战斗堡垒，巍然矗立在百姓需要的地方。

莱山街道机关党员贾卫海——已是后
半夜，当他在一线忙完防控工作回到办公
室，看到5岁的女儿已蜷缩在单位沙发上睡
着了。在一个多周的时间里，他日夜奋战，

同时负责街道解格庄采样点执勤和居家隔
离人员管控工作。家中大女儿生病住院由
妻子陪护，他就一边独自照看小女儿，一边
守护着百姓安康。“疫情面前，我们都不能做

‘局外人’。”作为一名转业军人，贾卫海彰显
了“退伍不退志，退役不褪色”的军人风采。

初家街道庙后村党员夫妻王剑和姜惠
文——“老婆，你先去吃饭，换我来！”这是这
对夫妻的“小幸福”。同为初家街道庙后村
党支部党员的王剑和姜惠文夫妇将两个孩
子暂时交给公婆照顾，主动参与到全员核酸

检测工作之中。王剑脖子有伤，他就佩戴颈
托开展工作。“疫情不退，我们不退！”在大家
和小家面前，他们并肩同行，互相守望，完美
诠释抗疫一线的伉俪情深。

初家街道机关党员初福临——今年已
53岁的他是位“老基层”，但疫情时刻，他不
顾痛风带来关节剧烈疼痛，穿梭在核酸检测
点位。一天下来，他的背部已经“打弯”，只
能扶着栏杆才能回办公室。看到的同事红
了眼眶，感叹道：“‘小老头’累的很啊。”可他
总是把倒班休息的机会让给别人，自己却说

“我不累。”。他不求名利，用真心、坚守和行
动，诠释了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和执
行力。

初家街道河西社区党员曹雪——这个
毕业于山东大学的“80后”党员，已经是第二
次参加战“疫”工作了。河西社区有居民
3600多人，面对数量庞大的电话及网络咨
询、外地返烟人员报表追踪，她不分昼夜，也
无暇照顾孩子。“作为一名党员，就是要在大
事难事上看担当、展初心。”曹雪说。

初家街道机关党员田飞——他是初家
街道机关党员田飞，同事们都愿意叫他“大
飞哥”，不仅因为他块头大，还因为他靠谱。

街道群里安排的工作，他总是第一个回复，
“我没问题！加班加点熬夜的活交给我，不
需要考虑我倒班，我是战士。”作为绿色家园
核酸检测点的联络员，他首创了“十米责任
制”，每20米派一名工作人员驻守，确保排队
安全距离，杜绝聚集风险；考虑天气炎热，检
测现场群众排队时间较长，他每半小时派发
一次矿泉水，提醒居民及时补充水分，避免
中暑发生；凡遇行动不变、孕妇、怀抱孩子的
居民，他积极与队伍前方的居民沟通协调，
减少特殊群体排队时间。他说：“作为一名
党员，关键时刻咱得‘支楞’起来啊。”田飞以
高度的责任心，完美诠释了作为一名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初家街道解家村党员张雯霞——在二
轮检测时，部门考虑到她一轮检测已有些疲
惫且是女同志，没有给她安排任务，而她却
又准时出现在检测点，默默换上了防护服。
不换女装换“戎装”，一线的她嗓子喊哑了，
皮肤晒黑了，依然一如既往，毫无怨言。她
说：“我甘愿当一粒火种，以磁场版的热能
量，换来群众坚定跟着党走的决心；展现党
员风采，我义无反顾。”

YMG全媒体记者 慕溯 通讯员 史昊

本报讯（通讯员 于颖俐）疫情就是号角，监督就
是保障。近日，芝罘区通伸街道纪工委通过实地走
访、调阅资料、明察暗访等方式，做实做细疫情防控
监督检查工作，推动疫情防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紧盯关键环节。将居家隔离人员看守、防疫物
资管理使用、核酸检测组织情况等列为监督检查关
键环节，确保运行规范顺畅。紧盯重点部位。重点
查看摸排随访、社区网格治理、居家隔离人员管控
等工作，从严纠治敷衍应付等作风问题。紧盯重点
人员。做好入境人员、中高风险地区人员、烟台本
地涉华怡和莱山确诊群体的看守工作，逐一核实看
守人员值班情况和居家隔离人员的居家情况，累计
抽查170多人次，为全力全速推进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监督保障。

通伸街道纪工委
“三个盯紧”压实疫情防控责任

本报讯（通讯员 范玉妍）为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
传播风险，保障辖区居民安全，只楚街道纪工委深入
一线监督检查,为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提供坚强保
障。

坚持下沉一线。街道纪工委成立检查组直奔现
场，对核酸检测点位的管理情况、防护措施以及重点
人员居家隔离情况、管控措施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延
伸监督触角，主动发现问题。注重问题反馈。坚持带
着问题督、盯着问题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反馈督办
意见，真正以监督促履职，以监督强监管，保障各项工
作高效顺畅开展。强化督促整改。加大监督执纪问
责力度，以问责倒逼尽责，开展问题“回头看”，逐项检
查，逐项销号，对发现的新问题进行再反馈再督促，推
动疫情防控督导见真章、出实效。

只楚街道监督销号
助力防疫攻坚战

高新区：1000多名党员下沉一线——

让党徽在“疫”线闪耀光芒

莱山区：党员扛起责任守护“初心”——

“关键时刻，咱得‘支楞’起来”
一间板房、两个帐篷、7个工作群、12辆小推车……在莱山区鑫卉花园小区

外，有一支特殊的队伍——鑫卉花园居民日常生活保障小组。自小区封闭管理
后的数日来，队伍中14名党员和3名入党积极分子，用湿透的衣服、晒红的皮肤
和沙哑的声音共同守护着小区70户197名居民。

日常消杀、入户检测、垃圾清运、运送物资、代收快递、心理疏导……这些日
子里，他们说得最多的是“我去吧”“没事”“放心吧”“谢谢配合”“大家请稍等”“你
们满意就好”“我们会改进的”“大家加油”……来自不同业务科室的17位同事组
成一个团队，配合无间，共同保障好隔离居民的日常生活，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

高新区党员干部坚守抗疫一线。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蓬莱区迅速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工作。蓬莱区第二实验小学开发区校区积极响应号召，深
入抗疫一线，加入抗击疫情志愿者队伍，全力协助做好核酸检
测工作。为了切断疫情蔓延之路，学校所有男教师下沉街道，
对蓬莱阁街道的居家隔离户进行24小时值守，为打赢新一轮防
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通讯员 张燕鹏 王媛媛 摄

危急时刻显担当，越是艰险越向前。连
日来，烟台高新区迅速吹响抗疫“集结号”，
广大党员闻令而动、逆行向险，积极投身疫
情防控最前线，让党旗飘扬在一线、党徽闪
耀在一线，成为全民抗疫最坚强的脊梁。

率先出动

30支党员先锋队集结一线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当过兵，身体
素质好，连夜奋战也没问题！”……8 月 3
日，全员核酸检测开启，烟台高新区各级党
组织闻令而动，党员纷纷主动请缨，短短半
天时间内，由1000多名党员组成的30支先
锋队已经集结到核酸检测一线，承担起核
酸检测、物资配送、秩序维护、信息统计等
工作。

在保利爱尚海核酸检测点，高新区招商
部下沉党员干部、核酸检测二队副队长张玉
琨连续忙碌了近40个小时没休息。作为少
有的女队长，别看她身材娇小，干起活儿来
却是巾帼不让须眉。筹备物资、上传下达、
统筹协调、秩序维护、信息录入、宣传引导，
她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保障核酸检测快速有
序进行。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身上的汗水湿
了又干，干了又湿，她全然不顾疲惫，凭着一
股倔劲儿，像一枚钉子般牢牢钉在战斗一
线。

烈日下、夜幕中，党员先锋队队员们忙
碌的身影随处可见，尽管喊哑了嗓子、熬红
了眼睛，他们依然无怨无悔地选择坚守，用
果敢的决心、务实的举措，为人民群众构筑
起疫情防控的严密防线。

高新区公安分局党员民警于克明负责5
个核酸检测点的安保工作，在每个点位轮番
巡查，哪里群众多、任务重，他就出现在哪
里，及时疏导人流量，提醒群众注意事项。
他主动协调各小区物业引导居民分时段到
检测点等候，提高了检测效率，降低了聚集
风险。从8月3日至7日，他连续工作5昼
夜，总时长超过50小时……

凝聚合力

“党旗红”辉映“志愿红”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员、有志愿
者。高新区每一个检测点、社区、村庄，都

活跃着抗疫志愿者的身影，“党旗红”和“志
愿红”交相辉映，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
力。

在发达置业和力高阳光海岸核酸检测
点，马山街道20余名城乡集中党总支党员志
愿者身穿红马甲、防护服，协助紧急布置核
酸检测场地，参与搭帐篷、摆桌椅、测体温、
引导现场秩序等，提供系列志愿服务。他们
顶着酷热的天气，见活就干，贴心为行动不
便的居民开辟绿色通道，赢得居民一致称
赞。

主动结束暑假，高新区广大党员教师也
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一线。乔雅文老
师放弃了新婚蜜月，第一时间奔赴一线，不
仅在核酸检测点现场维护群众有序排队，而
且录入采样信息直到深夜；张树超老师自从
承担志愿者，从未有一天间断，“我来吧，我
上”，有困难找他，有工作他来，好像一台永

不停歇的“发动机”；独自一人在家带孩子的
韩晓梅老师，家属连续多日战斗在一线，但
是疫情面前她毫不犹豫主动请缨，把11岁的
女儿独自留在家中……

“作为党员，在疫情的危急时刻，就是我
们以身作则、以身示范的时候，再苦再累我
们也能坚持，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韩晓
梅老师寥寥数语，道出了无数党员的心声。

应检尽检
基层战斗堡垒筑牢防线

社区、农村是疫情防控的重点。高新区
各街道、社区、农村党组织充分发挥基层战
斗堡垒作用，层层织密疫情防控网，确保核
酸检测应检尽检，不漏一人。

马山街道所有机关干部下沉至8个社
区、21个村、10个检测点，与社区、村一起做

好人员摸排、居民发动、人员统计等工作，点
位人员做好现场协调、秩序维护、居民情绪
安抚等工作，现场出现登记人员不足等任何
情况时，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进行补位，全力
保障检测顺利进行。从深夜到黎明、从日出
到黄昏，机关干部“连轴转”，有的甚至一周
多没回家。

金山湾管理处全员放弃休息，时刻在岗
在位、尽职尽责，采取有效措施，全力确保疫
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加强网格化动态摸
排，精准掌握重点地区外来人员信息。在核
酸检测过程中，辖区有160位行动不便的群
众无法到现场进行核酸检测，管理处的党员
干部和各村党组织带领医护人员上门挨家
挨户完成检测，为居民生命健康安全撑起了
一道坚实的“保护伞”。

YMG全媒体记者 信召红
通讯员 王玮 凤萍 摄影报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唐寿锐 通讯员 李荣）连日
来，在莱州柞村镇全员核酸检测现场，全镇党员干部挺身助力
核酸检测工作，以实际行动交出一份“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优
秀答卷。

在现场设置的等待区、测温区、登记区、采样区等工作一线，处
处有党员的身影。学校老师、大学生志愿者、柞村乡医等，主动请
缨、冲锋在前。青年勇挑重担，勇于担当。镇长杨辰文作为年轻
干部中的一员，带领全镇年轻干部不分昼夜测试系统、调试设
备、解答现场技术难题，通过对“大数据”进行分布式研判处理，
及时找准重点数据，掌握了疫情防控主动权。共同防疫、人人
有责，柞村人共筑免疫长城的态度给了我们幸福生活的底气，
诠释着柞村人的大爱，传递着柞村人的坚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烟台市人民政府和
烟台警备区已于1998年决定每年的8月15日为全市防空（防
灾）警报试鸣日。通过警报试鸣，使广大市民进一步熟悉防空、
防灾警报信号，不断提高国防观念和增强防空防灾意识。为了
确保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现将今年警报试鸣的有关事项通
告如下：

一、试鸣时间：2021年8月15日上午9：30至10：00。
二、试鸣范围：全市各区（市）城区。
三、信号种类：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灾情警报和解除警

报四种，各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为3分钟。其信号识别：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为3分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为3分钟；
灾情警报：鸣15秒，停10秒，再鸣5秒，停10秒，反复3

遍，时间为2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
四、媒体播报：防空防灾警报鸣放时，烟台广播电视台（广

播：新闻频率、交通频率/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公共频道）将同步
播放防空防灾警报信号。届时，请广大市民注意收听、收看。

特此通告。
烟台市人民政府

烟台警备区
2021年8月

烟台市防空（防灾）
警报试鸣通告

莱州市柞村镇跑出
核酸检测“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