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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广大退休党员干部坚守抗疫一线，积极践行初心使命

退休不褪色 离岗不离党
□本报记者 王 勇 特约记者 李 景 天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狙击战中，我市广大退休党员干部“退休不褪色 离岗不离党”，他们坚定地站在
了抗疫防控一线，展现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用实际行动汇聚起了众志成城的正能量。

配送商城在行动

市纪委监委老干部 冲锋在疫情防控一线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狙击战中，市
纪委退休老干部张海泉
积极号召老干部们到社

出入人员进行登记测温。
他在劝说家人少上街、不
串门外，还积极向邻居宣
传疫情防控的办法。

住地党员加入疫情防控卡
点临时党支部， 共同参与
小区疫情防控综合治理。
在张海泉的感召和动员

加了淯秀园小区疫情防控
值班工作。 面对疫情，范苏
伟、张红霞、薛荣耀、李双
玉、白淯、胡中岳等市纪委

区小区疫情防控一线参
战，他主动到宛城区汉冶
街道钓鱼台社区淯秀园
小区出入口卡点值班，对

张海泉在微信中得知
防疫值班排班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向组织报到，带
动了一批离退休党员和居

下， 他的儿子也主动报名
参加小区卡点值班。
截至目前，已有 70 多
名小区党员志愿者报名参

监委的离退休党员干部们
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
坚定地站在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一线。

市中院老干部 在疫情防控一线发挥余热
市中级人民法院家
属院疫情防控一线活跃
着这样一群离退休党员

干部工作处处长王永朝
的微信，收到这样一条暖
心的消息。

上考虑到他年迈体弱，婉
拒了他的请求，但他仍坚
持参加值班。

也积极请缨参战。 老党员
龚广重、马邦东、夏清朝、
马勤普积极报名参战坚

干部。 他们年过六旬，本
该在疫情期间闭门不出，
但他们却毅然决然走出
温暖的家， 戴上口罩，积

这条微信是该院退
休老干部宋相国发过来
的，他家有孩子在市五中
读书，一家人在学校附近

“我 这 两 天 身 体 不
适， 让我儿子代替我值
班！ ”退休的老党员田光
林积极报名参加值班，

守岗位，认真履责，积极
向邻居们宣传不串门，不
聚集。
该院独山大道家属

极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租房居住，得知防疫值班

他在上岗前身体出现了

院退休干部张宏兵、李国

“王处长，疫情当前，
有需要老干部、老党员上
阵做点事的时候，请您及

的消息后，主动要求对他
进行排班，并要求加入到
该院联合街家属院疫情

状况， 为使值班岗位不
缺位， 便让儿子代替他
上岗。

祥、张齐军、田汉军、常明
海等党员，严把死守出入

时通知我，能为战胜疫情
做点事，我心里也高兴！ ”
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老

防控工作中。 老党员谷新
卿听说后，也主动找到党
支部要求参加值班，组织

该院老党员何玉顺
身患重症，两年前做完手
术， 一直在服药治疗，但

化状况，几位老党员严格
履行楼长职责，在卫生消
毒方面不留死角。

口，逐户逐人落实体温变

“咱们家里住了几口

遗漏重要信息。

歇， 他们总是说：“没事，

宣传疫情防控常识，建议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

大家少出门、 戴口罩、勤

和独山大道家属院建筑
时间较早， 没有电梯，上
下楼只能靠步行，这些年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老干部们还坚持做
好防控知识宣传工作，及

洗手，认真做好自身防护
工作，以自身行动为抗击
疫情贡献力量。 ⑦6

人民法院值班老干部们
坚持每天早晚查岗，仔细

龄较大的老党员干部们，
几个单元跑下来，常常是

时将上级要求、防护
常识告知家属院住

询问这些问题，做到对每
家每户情况心中有数，不

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年
轻的干警劝说他们歇一

户，并在家属院门口
检查点向小区住户

该院联合街家属院

员接触过？ ”
“
家人是否出
现发热咳嗽症状？ ”在家
属院走访过程中，市中级

本 报 讯（记者 刘 玲 瑜 通讯员 史 源 远）日
前，
“
南阳 12349 商品配送商城” 正式上线，宛
城区居民均可使用该平台订购商品。
据了解，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现
后，居民出行受限，购买物资不便。 为保障居

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供应， 宛城区 12349
养老服务中心有关工作人员深入农村， 和蔬
菜大棚与专业合作社对接， 直接从大棚将菜
品运至中心，确保菜品质量，并对场地、车辆、
工作人员进行定时定次消毒，确保安全第一。
目前， 该区居民均可使用该平台进行网
上订购， 只需填写收货地址，12349 养老服务
中心将会选择距离最近的疫情防控卡点作为
提货点， 由 12349 养老服务中心将货品配送
至提货点后， 社区志愿者或工作人员将按照
订单进行发放， 居民们在家门口就能领到最
新鲜的蔬菜。
符合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老人还可用养
老服务卡支付 50 元和 100 元的“
蔬菜包”,免
费配送至小区门口卡点处， 并由社区工作人
员配送到家， 保障老人们正常生活物资的供
应，做到爱心全覆盖。 ⑦6

仲景街道

值班老干部 既是战斗员更是宣传员
人？ ”
“
有没有同湖北籍人

宛城区

党员干部
在一线

党员跑腿解民忧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青 通 讯 员 张 韶 辉 ）

为 有效解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群众生活必需品保障问题，仲景街道成立党员
志愿服务队，为居民提供代购服务，并于 2 月
11 日再次开放辖区 7 家便民菜店，全力保障肉
菜蛋奶等生活必需品及民生商品的供应。
该街道各社区在指定便利店门前设置党
员志愿者服务点， 安排专人在门口提醒进入
购物人员必须戴口罩，进行测量体温、登记并
采取消毒措施； 在便利店门口统一施划一米
间隔提示黄线， 确保购物排队每人间隔距离

复工复产
抗击疫情
面对疫情，河南天冠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响应政府号召，迅速复工
复产，加足马力每天生产
150 吨酒精， 其中有免费
援助湖北洪湖市 5 吨消
毒酒精。 图为 2 月 13 日，
该公司工人在运送桶装
消毒酒精⑦6
本报记者 高 嵩 摄

达 1 米以上， 严格控制每次进入超市和便利
店人数，分批次、分时间段、依次排队进入；卖
场内所有蔬菜统一称重后定价打包销售，严
禁人员过多、扎堆，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的“菜
篮子”安全。
该街道在辖区内的 147 个防疫卡点设置
了党员代办服务，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协调
辖区内大型超市和便民菜店提供货源， 以电
话征询、 微信群留言等方式收集辖区内居民
报备登记的基本生活需要的蔬菜、肉蛋奶、米
面油等物资及数量， 由党员志愿者进行集中
购买、集中配送，党员志愿者真正成为了辖区
居民的“代办员”，通过自己“多跑腿”让居家
群众
“
少出门”，为居民提供代购服务，筑牢防
疫防控线， 让居民真切感受到疫情管控下党
的温暖和关怀。 ⑦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