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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闻要闻

□本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实习生 康宇

初七早上 7点钟，科右前旗巴日
嘎斯台乡哈拉黑社区书记袁世瑛和往
常一样，悄悄地起床准备上班，因为怕
打扰家里的其他人，她只能粗略地洗
把脸，就蹑手蹑脚离开了。

寒冷的办公室里，她打开电脑，梳
理了一下今天的工作重点后，在社区
的工作群里简单作了安排。在一碗热
气腾腾的泡面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作为社区书记，1月 27号参加完
乡里的紧急会议后，袁世瑛马不停蹄
回到社区安排部署防疫工作，立即召
回了还在休假的工作人员，带领大家
开始了紧张的返乡人员排查工作。

哈拉黑社区共有居民808户，时
间紧、任务重，社区的3名工作人员根
本忙不过来。可耽误一天，社区居民

的危险就多加一分。作为党员，袁世
瑛深知这时候应该做什么。她在居民
群里，号召社区的党员行动起来，迅速
成立突击队，马上投入“战斗”。她还
自掏腰包，为参加排查的工作人员准
备了口罩和手套。在她的号召下，社
区的17名党员全部到位，808户居民
仅大半天就全部排查完毕。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她把社区
的党员分成了尖刀班、突击队、劝返
组、战斗队，还组织社区志愿者为设卡
关口的工作人员送热水袋和开水……
而她自己身兼多职，是尖刀班班长、劝
返组组长、战斗队队长，更是所有人的
主心骨。她要求社区人员在排查外地
返乡人员的同时，加强疫情防控宣传，
号召所有居民无故不要外出。

在这个社区有外来返乡人员 32
人，其中武汉返乡的张凯一家成了重
点监测对象。每天，袁世瑛至少上门3
遍，为他们测体温。为了让他们家做
好隔离，袁世瑛当起了张凯家的采购
员和清洁员，真正做到有需要随时
到。张凯一家开玩笑地说：“袁书记现
在是我们家哆啦A梦，我们不出门，什
么都能给我们‘变’出来。”

每天下午 5点多，参与社区工作
的人员都会召开一个碰头会，汇总当
天的工作情况，所有人走后，袁世瑛自
己会默默地留下，整理哈拉黑社区的
防疫情况、人员流动情况等近10类报
表向上级汇报，还要在社区群里一遍
遍地提醒大家做好防护隔离、勤洗手、
出门戴口罩……

在社区居民眼里，袁书记是个细
心、实诚的姑娘，可在家人眼里，她却
是个连吃饭都要人提醒的“工作狂”，
手机上父母和爱人一排排红色的未接
来电说明了一切。实在饿急了，办公
室里一碗泡面就打发了早中晚饭。家
里人心疼她要来送饭，袁世瑛急得差
点跳起来。一天3碗方便面让本来就
苗条的她更加清瘦，可照顾不好自己
的她却把哈拉黑社区的防疫工作安排
得有条不紊，居民没有恐慌，没有串
门，安心在家里自娱自乐。

虽然这个春节袁世瑛没有在家
呆上一天，可她觉得过得非常有意
义：“和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党员比，我
觉得自己做得太微不足道了！另外，
我们社区的这些党员，不讲条件，不
抱怨，义无反顾的冲上来，让我欣慰，
让我感动。这场战‘疫’不打完，我们
决不收兵。”

袁世瑛：“泡面书记”的坚守

本报1月31日讯 （记者 及庆
玲）1月 31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杨伟东深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提
高政治站位，发挥组织优势，激励引导
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挺身而
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筑牢阻击疫
情的铜墙铁壁。

杨伟东强调，危难之际，基层党组
织要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党建
引领，严格落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和
网络化管理措施，严密排查重点人员，

务必做到全覆盖、无死角、不漏一人，千
方百计切断传染源。广大党员要亮身
份、当先锋，设立责任区、组建突击队，
包片、包户、包人做好防控工作，让党旗
在防控疫情第一线高高飘扬。

杨伟东强调，各级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要扛责任、作表率，坚守岗位、
靠前指挥、担当作为。要在疫情防控
阻击战一线考察、识别、评价、使用干
部，对表现突出、堪当重任的要大胆提
拔使用；对不胜任现职、难以有效履行
职责的及时调整；对不敢担当、落实不
力、推诿扯皮、失职渎职的严肃问责。

杨伟东在呼和浩特市
检查指导疫情防控时强调

亮身份当先锋 扛责任作表率
党员干部要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冲锋在前

本报1月31日讯 （记者 宋爽）
1月30日，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
务副主席、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副总指挥马学军
在呼和浩特市督导暗访疫情防控期间
物资供应保障工作。

在东瓦窑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
地，马学军实地检查市场疫情防控工
作组织安排情况，认真询问查看肉、
粮、油、菜等商品的价格，并与市场管
理人员、经营者、群众深入交流，多方
面了解供货渠道、销量变化、价格变
动、商品储存等情况。

马学军强调，各有关方面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
府安排，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保供
稳市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确
保疫情防控期间市场供给充足、价格
稳定。要全面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实
时掌握价格变化情况，引导企业自觉
规范经营，严肃查处囤积居奇、哄抬物
价等违法行为。要加强统筹协调，做
好生产、储运、配送、供应等环节的有
效衔接，加强与货源地对接，精准高效
用好储备投放，不断提升市场供应能
力，引导居民理性消费，确保基本生产
生活物资不脱销、不断档，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

马学军在呼和浩特市
督导暗访物资供应保障工作时强调

做好保供稳市工作 为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记者 李永桃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发生
后，为切实保障生活必需品正常供应，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要求，自治区价
格监测中心自1月28日起，将节日价
格监测转为主要食品市场价格日监测；
全区价格监测人员每日开展市场巡视，
走访药店、超市进行市场调查，动态监
测与防疫相关商品市场情况；建立全区
价格监测机构应对疫情工作群……

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区
各盟市也纷纷采取有力举措保供稳
价。

兴安盟超市、药店等商家均表示
疫情期间不会涨价。从沈阳采购的2
车约40吨白菜、土豆、豆角等30多种
蔬菜已运到，并已配送到家和吉连锁
超市20余个门店销售。由于政府监

管到位，组织货源有力，1月30日巡视
的3家超市中，大部分蔬菜价格与29
日相比均持平。其中，29日上涨幅度
较大的白菜、土豆、大蒜30日呈下降
趋势。白菜每 500克由 3.5 到 5元降
至 1.99 到 2.48 元；土豆每 500 克由
1.79到 1.99元降至1.39到 1.79元；大
蒜每 500克由 13.5 到 15元降至 7.99
到9.9元。

阿拉善盟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各
项监管执法和检查活动：加强集贸市
场监管；加强餐饮市场监管；加强药械
质量和价格监管；加强应急值守和信
息上报。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建立生活
必需品绿色通道，全力保障市场供
应。同时，阿拉善左旗正在积极组织
货源调运疫情防控商品。

鄂尔多斯市粮油库存量因春节期
间消费量增加和当前疫情影响较往年
同期有所减少，但目前市场粮油价格

平稳，无大幅度波动现象，各承储企业
及代储商户已经拿出近期采购和调运
计划，正积极与供货商家对接。民生
商品蔬菜、水果、米、面、油、盐、牛奶，
防疫商品消毒液、洗手液等保供应、不
涨价，保持市场稳定，全天供应，让大
家放心选购。

为保障粮食供应，乌海市发改委
迅速实施粮食和重要物资储备一级响
应有关措施，确保应急成品粮在需要
的时候调得动、用得上。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市场方正积极
协调银川、河北、山东等地，同时联系采
购本地大棚类新鲜蔬菜，以保障本地市
场充足供应。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四
季青果蔬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各种外调
车辆运行正常。截至30日，24小时内
入场蔬菜300余吨，蔬菜货源有了保障。

通辽市科尔沁区商超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力保供应，且蔬菜按成本价销

售，并提醒市民合理购物。大润发超
市总部前几天就向全国各连锁店发出
通知，要求疫情期间各类商品价格不
得上涨，强调各地在疫情防控期间不
涨价造成的亏损由总部承担。目前，
大润发超市商品价格均保持平稳。1
月30日老百姓关心的大白菜、土豆价
格分别为1.99元/斤、2.48元/斤。

乌兰察布市个别药房预计初九到
十五到货一批防疫商品，由于进货价格
上涨，售价会相应调整，但商家表示保
持平进平出，不发国难财。集宁区抗病
毒药品价格平稳。集宁区当地新特新
药店已组织购回口罩，还没有投放，等
待政府统一调用，价格较之前基本不
变。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老百姓大药
房、同致药店、六合药店等经营单位在
积极组织货源，预计今后几天将陆续到
货。届时，将极大缓解牙克石市在疫情
防控方面急需用品的供需矛盾。

保供稳价 各盟市在行动

□本报记者 张文强

1月 31日，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我区
首例确诊患者治愈出院消息，并邀请
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孙德俊回答记者

提问。
记者：据了解，我区首例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确诊患者目前已经治
愈。请您介绍一下救治方面的情况，
怎么确定是否已经治愈？

孙德俊：该患者，男性，30岁，1月
21日从武汉自驾游赴俄罗斯，途经满

洲里市，因出现发热，到满洲里市人
民医院就诊，被列为疑似病例收入隔
离病房，经核酸检测为阳性，被判定
为确诊病例，这就是我区首例确诊病
例。

之后，满洲里当地专家与自治区
专家联合，按照国家颁布的救治指南，

给予相应治疗，治疗过程顺利，体温正
常约一周时间，而且连续3次核酸检
测都是阴性，符合国家规定的治愈标
准。

记者：这位患者解除隔离后，是否
会有二次感染的可能？跟进防护措施
都有哪些？

孙德俊：患者目前已经治愈，出院
后应该是安全的。鉴于现在武汉的疫
情，我们建议患者暂时不要返回武汉，
暂时留在满洲里。建议患者做好防
护，注意不要着凉、感冒，我们也将对
其进行追踪观察。

记者：以后会陆续有患者治愈并
解除隔离，那么已经治愈病例返回居
住地后，在防护方面有什么建议？

孙德俊：患者达到国家规定的标
准，各项检查都正常后才能出院。患
者治愈出院返回居住地后，应该居家
呆上一段时间，安心静养，让自己在心
理上有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附近居
民也不要紧张。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目前已经确
诊的病例，经过救治是否都有所好转，
病情是否稳定，危重和重症患者所占
比例是多少，都采取了哪些救治措施？

孙德俊：在全区确诊的病例中，目
前有2个重症、2个危重患者，其他都
是普通型。由于我区每天的报告病例
是变化着的，危重和重症患者经过治
疗有的向好转变，所以比例不好确定，
但患者们的总体病情稳定。在救治方
面，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总体部
署，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组建了多学科
专家组，除了呼吸科、感染疾病科、重
症医学科，还有蒙医、中医方面的专
家，都参与救治，而且特别强调多学科
合作。

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总体病情稳定
——救治专家组组长孙德俊答记者问

本报1月31日讯 （记者 李存
霞）1月28日，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向
全区各级残联、残疾人专门协会、助残
社会组织、残疾人工作者和广大残疾
人群众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立即行动
起来，为坚决遏制疫情扩散、夺取防控
斗争胜利贡献力量。

《倡议》要求，全区各级残联、残疾
人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极端
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党中央要求，全
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
包括广大残疾人兄弟姐妹在内的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
的工作来抓，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各级残联要严格落实疫情监测和

报告制度，安排专人负责，确保监测和
报告及时、准确、到位。各级残联系统
康复机构要在本地卫生防疫部门的指
导下，加强对机构内服务对象的重点
监测，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确
保及时得到救治。要教育引导全区残
疾人群众遵守当地党委和政府关于疫
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坚定信心，相信科
学，做好个人防护、强健身体素质、避
免外出聚会、拒绝造谣传谣，为家庭和
社会作出良好示范表率，为疫情控制
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全区各级残联、残疾人专门协会、
助残社会组织和广大残疾人群众，要
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
极奉献爱心，为疫情防控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和支持，齐心协力，担当作
为，为战胜疫情作出应有贡献。

自治区残联向全区各级残联、残疾人工作者
和广大残疾人群众倡议

为战胜疫情作出应有贡献

本报1月31日讯 （记者 赵曦）
近日，自治区团委向全区团员青年发
出倡议书：要求全区各级团组织和广
大团干部、团员青年要立即行动起来，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
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团中央相关要求，
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履职尽
责，全力服务大局，为坚决遏制疫情扩
散、夺取防控斗争胜利贡献青春力量！

要求全区各级团组织、青年文明
号、青年志愿者、青年突击队等青年力
量，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指挥下，
科学组织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有序
参与疫情防控。特别是防疫、医护、公
安等抗击疫情一线各级团组织要充分
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积极承担
急难险重的任务；后方团组织要广泛
动员团员青年积极做好配合、稳定、宣
传、支援等工作；农村牧区、街道社区、
企事业单位等基层团支部要积极协助
基层党支部做好排查联控各项工作，
在织紧织密防控网络、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中发挥独特作用。管好用好团属
媒体，主动协助做好舆论引导，全面及
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协助澄清事实、
解疑释惑，稳定群众情绪，树立群众信
心；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
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有力措施以及

各地落实情况，大力挖掘各类正能量
感人故事，积极选树青年典型。

要求全区广大团干部，树立强烈
的政治责任感，以对党的事业极端负
责的态度，主动站在防控疫情斗争的
第一线，主动带头发扬无私精神，主动
带头顾全大局，主动带头做好青年思
想工作，严格落实联防联控各项措施，
担起党和政府交予的各项任务。

号召全区广大团员青年，带头遵
守当地党委和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各
项规定，坚定信心，相信科学，做好个
人防护、强健身体素质、避免外出聚
会、拒绝造谣传谣，为家庭和社会作出
良好示范表率，为疫情控制作出实实
在在的贡献。

号召全区青年志愿者和青年社会
组织，听从当地党委、政府统一指挥，
做好充分准备，在切实做好自身防护
的基础上，积极响应参与本地区应急
防疫工作，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做好医
疗救护、便民服务、秩序维护、心理疏
导等各类志愿活动，在有序参与中展
示爱心、专业与担当。

倡议全区青联委员、青年企业家、各
界爱心人士和青年朋友们，发扬“一方有
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奉献爱心，踊
跃捐款捐物，为疫情防控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和支持，齐心协力抵御疫情。

自治区团委号召团员青年
为夺取防控斗争胜利贡献青春力量

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孙德俊接受媒体采访，介绍我区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
诊患者治愈出院情况。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于涛 摄

党旗在一线飘扬

本报1月31日讯 （记者 冯雪
玉）记者1月30日从自治区交通运输
厅获悉，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延长
2020年春节假期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时段的通知，内蒙古高路公司所辖高
速公路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截止时间将
延长至2月2日 24时。此外，我区部
分高速公路出入口实行交通管制。

根 据 疫 情 防 控 需 要 ，G6、G7、
G55、G59、G65等高速公路内蒙古段
的部分站点主要采取了单向临时封闭

的交通管制措施。其中高速公路出口
即进城口的管制，是为引导车辆从指
定出口通行，以确保体温检测和疫情
控制，防止疫情扩散和传播。

截至1月30日，G6京藏高速乌兰
察布段封闭集宁东出入口、集宁（南）
入口，封闭小淖尔、梅力盖图出口；呼
和浩特段封闭呼和浩特西、旗下营南
出口；包头段封闭美岱召、包头东、包
钢、包头西出入口；巴彦淖尔段封闭白
彦花、公庙子、西小召、临河东、临河新

区至头道桥出口；乌海段封闭巴拉贡、
乌海至海南出口。G7京新高速封闭
兴和南、乌拉哈、十八台至旗下营出
口。G5901呼和浩特绕城高速封闭郭
家营至昭君出口；S54集宁东绕城高
速封闭集商、玫瑰营出口。G55二广
高速封闭赛汉主线至乌兰哈达及集宁
北出口；封闭大六号、集宁西出入口。
G59呼北高速封闭盛乐、新店子北出
口。G65包茂高速封闭树林召、东胜
西、成陵至兰家梁出口。G12珲乌高

速封闭乌兰浩特东、巴音乌素收费站
出入口。

据介绍，各路段临时交通管制及
解除时间，将会根据疫情联防联控情
况而产生变化。内蒙古高路公司提示
自驾出行者，出行前可通过拨打
12122电话、关注“内蒙高速”微信公
众号以及登录内蒙古高路公司网站了
解路况，以便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线
路，并请入城车辆及人员积极配合相
关人员进行体温检测。

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实行交通管制
小客车免费通行时段延长至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