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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报名！”“算我一个！”“我可
以！”当招募青年志愿者参加疫情防控
消息一发出，全区各地青年志愿者积
极响应，瞬间在各级团组织报名刷屏。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青年志愿
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打响以来，
红马甲、红袖章、小红帽，遍及草原大
地的“志愿红”，成为内蒙古疫情防控
中最美最特殊的风景线，与基层党员
干部一起，构筑起内蒙古抗击疫情的
严密防线。

在这场全民战“疫”中，内蒙古青
年志愿者冲锋在一线勇当“逆行者”，
每天全力投入社区登记消杀、便民服
务、心理疏导、物资运输、公共场所服
务、公路设卡检查等工作。面对如此
危险的任务，志愿者用自己的行动丰
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内涵，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作贡
献，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内蒙古新时代
青年志愿者的爱心善意、责任担当。

发出招募动员令
做好“第一响应人”

“我们要求全区各级团组织、青年
志愿者、青年突击队等青年力量，在各
级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有序参与疫
情防控。特别是防疫一线各级团组织
要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后方
团组织要广泛动员团员青年积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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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内蒙古团委和内蒙古青年
志愿者协会等单位对青年志愿者发出
的倡议，也是内蒙古青年志愿者积极投
身全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动员令。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自治
区团委线上线下同步启动了疫情防控
应急志愿服务工作，编制发布《青年志
愿组织和志愿者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志
愿服务的工作指引》《青年志愿者防疫
志愿服务规范》，印发《关于做好青年
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者开展疫情防控
应急志愿服务相关工作的通知》，引导
全区各盟市团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志
愿者扎实开展好疫情防控工作。内蒙
古北疆应急保障志愿服务队，作为自

治区团委直属应急志愿服务队，从自
治区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以来，主动向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
指挥部请战，全体人员24小时备勤。

自治区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以来，内蒙古青年志愿者协会
全面进入抗击疫情的紧急状态，印发
了《全区各盟市、旗县团委疫情防控应
急志愿服务工作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落实人员值班值守，实现工作联动。
发布志愿者主题原创歌曲、宣传海报、
抖音等文化产品，鼓励群众正确面对
疫情。全区广大青年志愿者积极响应
倡议，在疫情防控“战场”，让团旗飘起
来，让志愿者的标识亮起来，立足社
区，科学有序地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力
所能及当好“第一响应人”，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着青春的力量。

各级青年志愿者参战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青年志愿者冲在疫情防控一线，
宣传普及防控知识，捐助物资，提供后
勤保障……在这场没有硝烟的防控疫
情阻击战中，青年志愿者积极响应，不
顾个人安危，主动请缨参“战” ，红马
甲、红帽子成为祖国北疆大地一道醒
目的风景线，为打赢防控疫情阻击战
注入“温暖”力量。

自治区直属机关团工委，组织动
员区直机关广大青年志愿者投身到青
春战“疫”的斗争中。区直机关累计27
个单位的近170个青年文明号和250
多个青年志愿者服务队，1万多名青年
志愿者通过不同形式直接在一线参与
到疫情防控中。在这当中，内蒙古卫
健委青年医务人员首当其冲奔赴一
线、驰援湖北。截至目前区直5家医
院和疾控中心122名骨干医务人员以
志愿服务形式参与其中，他们用勇敢
坚毅的行动把自己铸就成疫情面前的
最美“逆行者”、向光前行的“追光者”。

“若有战！召必到！战必胜！定不
辱使命！”安达救援队和乌兰察布志愿
者协会在抗击疫情中，践行着这个誓
言，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安达救援队
队长韩伟是名退役军人，他带领着自己
的团队每天工作到凌晨1点，在车站、

收费站、社区等场所都能看到他们忙碌
的身影。安达救援队截至目前已累计
向社会各界捐赠物资达30多万元，筹
集到84消毒液、防护口罩2000只。已
经在疫情防控战线奋战30多天的乌兰
察布志愿者协会，成立了党员突击队和
团员突击队。他们作为党员，作为团
员，牢记使命，主动到疫情防控和社区
一线，领任务，布路障、社会随访、社区
防控。在社区内，志愿者们根据社区居
民登记名单，通过电话问询的形式进行
全面排查、询问是否有从外地或者疫情
地方返乡的人员并进行登记、宣传疫情
防护知识，控制疫情发展。

冲锋在街道、社区、嘎查，全区广
大团员青年和青年志愿者当好疫情防
控的“宣传员”、做好百姓的“服务员”、
争做抗疫一线的“安全员”，用青春的
智慧汇聚起了一股抗击疫情磅礴的青
春力量。呼和浩特市团委组织志愿者
2776人，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查、宣
传普及“新型冠状病毒”知识，指导群
众做好日常防护。包头市团委组织
2283名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当中，覆
盖567个社区，累计志愿服务时长18
万小时。呼伦贝尔市团委招募选拔志
愿者466人，组建“线上”青年志愿者
突击队10支，青年志愿队20个，1543

名青年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工作，累计志愿服务时长5万小时，筹
集物资1065728元。

直属机关、呼和浩特、包头、呼伦
贝尔疫情防控青年志愿者招募服务，
只不过是一个缩影。全区各级团组织
按照“本地化、社区化、组织化、安全第
一”的原则，有序有力地组织招募当地
应急志愿者，参与到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全力以赴、众志成城，打好每一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抗击疫情中，内蒙古青年志愿者
协会会员、东胜区交通街道干部王辰得
知抗疫工作物资匮乏的情况后，几经周
折，寻找渠道，筹集到10000个医用外
科口罩、30套防护服、50对外科手套、
500个N95口罩全部无偿捐赠。扎兰
屯市晨曦之光公益协会孙东海作为一
名党员和协会负责人，积极投身到防控
工作中，为扎兰屯抗疫一线工作提供了
大量必备防疫物资和抗疫人员。其中
口罩500只，暖贴300袋。

王晖是呼伦贝尔市第四医院呼吸
内科护士长，80后的她有一个儿子，爱
人和他在同一个医院。疫情发生后，她
瞒着父母主动请战“逆行”湖北沙洋，到
一线参与疫情防控救护，虽然工作危险，
但用她的话来讲，现在全国上下众志成

城，疫情的防治一定会日暖雪消，春花烂
漫，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加美好。

王辰、孙东海、王晖只不过是众多
志愿者当中普通的一员，全区各地有许
多像他们一样的志愿者，成为全区最美
的“逆行者”，绽放出别样的温暖善意。
截至目前，全区58124名青年志愿者投
身一线防控，覆盖 4420 个社区村嘎
查。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170万小
时。储备招募专业医护、便民服务、心
理疏导、交通物资运输等类别应急志愿
服务志愿者16000余名，随时待命。

创新志愿服务模式
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内蒙古青
年志愿者们通过多样化、多形式的渠
道，将党和政府防控疫情的信心传递给
普通群众。并利用微信、微博、短信、
QQ等，深入街道、社区对群众进行细
心的防疫知识讲解，减少了民众的健康
安全风险。同时，自治区团委联合自治
区体育局开展“青春印迹·万人‘宅’家
运动会”，通过青年志愿者引导，让普通
民众通过居家健身、科学健身，凝聚广
大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社
会共识，共同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活动直接参与人数已经突破
20000人，抖音参与量接近120万。

自治区团委开通“爱在北疆”心理
疏导服务热线4000099581，招募线上
咨询服务志愿者1600名，帮助群众缓
解情绪、坚定信心、同舟共济，为夺取
防控斗争胜利贡献力量。开展“天使
守护行动”关爱援鄂一线医护人员及
其家属，并开通专属热线通道开展关
爱老人、学业辅导、亲情呵护、交通保
障、物资采买、应急等精准服务。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全
区广大团员青年和青年志愿者，围绕中
心，主动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积极响应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号召，
义无反顾、携手并肩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化身“最美逆行者”，冲向第一线，充分彰
显了爱心善意和责任担当，正在成为自
治区抗击疫情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
因为这些防控疫情的青年志愿者“宣传

员”在，防疫防控知识才能全方位在祖国
北疆入脑入心、家喻户晓，同舟共济，共
克时艰，筑起了祖国北疆防控疫情的全
民防线的同时，也为坚决打赢全区疫情
防控阻击战凝聚起众志成诚、共克时艰
的强大的青春正能量。 （郅子晗）

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为小区开展消杀服务。

青年志愿者为封闭社区群众理发。

青年志愿者协助开展小区登记服务。

我区赴湖北医疗队收到“天使守护行动”爱心暖包。

战“疫”到底 不负韶华
——书写新时代内蒙古青年志愿者爱善与担当

青年志愿者协助开展小区排查服务。

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 3 月 3
日，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关于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一
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关心关爱措施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广大城乡社区工作者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守岗位、
日夜值守，英勇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作出了重要贡
献。为激励广大城乡社区工作者不畏
艰险、勇往直前，《通知》就关心关爱疫
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提出八方
面措施。

一是对城乡社区工作者适当发放
工作补助。在落实好城乡社区工作者
现有报酬保障政策基础上，在疫情防控
期间地方可对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给
予适当工作补助，补助标准由省级人民

政府根据疫情防控任务指导市县制定。
二是切实做好城乡社区工作者职

业伤害保障。城乡社区工作者在疫情
防控期间发生事故伤害或患病，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认定情形的，应依法
认定为工伤。对于因履行职责感染新
冠肺炎或病亡的城乡社区工作者，可
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

三是改善城乡社区工作者防护条
件。按规定落实社区防控工作经费，
落实属地原则强化社区防控工作物资
保障，根据当地疫情防控需要，合理配
发卫生防护器材和防控器具。

四是切实为城乡社区工作者减负
减压。严肃查处疫情防控期间多头重
复向基层派任务、要表格。除因社区
疫情防控需要出具的居住证明和居家
医学观察期满证明外，不得以疫情防
控为由要求城乡社区组织出具其他证

明。进一步充实城乡社区疫情防控力
量。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社区防控
工作效能。

五是保障城乡社区工作者身心健
康。协调安排好疫情防控期间一线城
乡社区工作者就餐、休息场所等生活
保障。采取轮休、补休等方式，保证城
乡社区工作者及时得到必要休整。对
长时间高负荷工作人员安排强制休
息。疫情结束后，及时安排健康体检
和心理减压。

六是加强城乡社区工作者关爱慰
问。做好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
者和因公死亡城乡社区工作者的家属
走访慰问工作，最大限度帮助其解决
实际困难。

七是开展城乡社区工作者表彰褒
扬。对在疫情防控一线表现突出的城
乡社区工作者要大力褒奖、大胆使用，

在招录（聘）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选拔街道（乡镇）干部时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考虑。对疫情防控期间因公
殉职的城乡社区工作者追授“全国优
秀城乡社区工作者”。依照有关法规
做好因疫情防控牺牲殉职城乡社区工
作者的烈士评定和褒扬工作。

八是加大城乡社区工作者先进典
型宣传力度。大力宣传报道在社区疫
情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城乡社区工
作者的感人事迹。

《通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
落实好上述政策措施，以高度负责的
态度、务实有效的举措，切实关心关爱
城乡社区工作者，为守严守牢疫情联
防联控、群防群控的社区防线提供有
力保障。地方各级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要加强调度和督查，确保各项关
心关爱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关心关爱措施的通知》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3月3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精简审批
优化服务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
决策部署，深化“放管服”改革，取消不合理
审批，提供便利服务，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
工复产。《通知》提出了五个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提高复工复产服务便利度。各地
区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继续依法依规、科
学有序做好防控工作，并按照分区分级原
则，以县域为单位采取差异化防控和复工
复产措施。低风险地区不得采取审批、备
案等方式延缓开工。对中、高风险两类地
区，省级政府要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基
础上，按照最少、必需原则分别制定公布全
省统一的复工复产条件，对确有必要的审
批和证明事项实行清单管理，清单之外一
律不得实施审批或索要证明，严禁向企业
收取保证金。全面实行企业复工复产申请

“一口受理、并行办理”，原则上2个工作日
内作出答复。有条件的地方可将复工复产
审批制改为备案或告知承诺制。

二是大力推行政务服务网上办。各地
区各部门要抓紧梳理一批与企业复工复
产、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全程网办。充分发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服务专栏”
作用，使各项政策易于知晓、服务事项一站

办理。加快推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急
需的政务数据实现共享。

三是完善为复工复产企业服务机制。
提升企业投资生产经营事项审批效率，鼓
励通过网络、视频等开展项目评估评审，对
疫情防控期间到期的许可证予以适当延
期。探索推行“企业管家”、“企业服务包”
等举措，为推进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提
供服务保障。建立健全企业复工复产诉求
响应机制，及时掌握和解决企业遇到的实
际困难。

四是及时纠正不合理的人流物流管控
措施。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原则上不得限
制返岗务工人员出行。对确需开具健康证
明的，相关地区要推进健康证明跨省互
认。鼓励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
服务，确保务工人员安全返岗。推进货车
司乘人员检疫检测结果跨省互认，减少重
复检查。

五是加强对复工复产企业防疫工作的
监管服务。各地区各部门要督促指导企业
严格落实《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疫情防控
措施指南》等规定，强化防控主体责任，帮
助企业协调调度防疫物资，及时处置感染
案例，最大限度降低聚集性传染风险。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组
织领导和督促落实，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及时总结疫情防控期间深化“放
管服”改革支持复工复产的典型经验，把一
些好的政策和做法规范化、制度化。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进一步精简审批优化服务
精准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记者 孙奕 樊曦）记者3月4日
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3月3日0-24时，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19例，新增
死亡病例38例（湖北37例，内蒙古1例），新增疑似病例143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652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
者6250人，重症病例减少390例。

截至3月3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7433例（其中重症病例6416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49856例，累计死亡病例2981例，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80270例，现有疑似病例520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66397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6432人。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115例（武汉114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389例（武汉1859例），新增死亡病例37例（武汉31例），现有确诊病
例25905例（武汉22368例），其中重症病例6232例（武汉5723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38556例（武汉24890例），累计死亡病例2871例
（武汉2282例），累计确诊病例67332例（武汉49540例）。新增疑
似病例52例（武汉43例），现有疑似病例340例（武汉234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152例：香港特别行政区
100例（出院37例，死亡2例），澳门特别行政区10例（出院9例），
台湾地区42例（出院12例，死亡1例）。

国家卫健委：
3月3日新增确诊病例119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49856例

新华社北京 3 月 4 日电 （记者
王希）记者从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有
限公司（中智）获悉，中智联合全国各地
高校和各中央企业，举办的“才聚央企
服务就业，中智战‘疫’招聘季”线上专
项招聘活动近日启动。

据了解，目前已有数十家中央企业
通过此次专项招聘活动，发布社会招聘
及校园招聘需求。求职者可以通过中智
招聘网站（zhaopin.ciic.com.cn）、“智
领中国”微信公众号浏览相关信息。

除了信息发布外，此次活动还提供
“简历收集—简历筛选—在线笔试、在线
面试、在线测评—录用公告发布—电子签
约”等全流程线上招聘服务，使企业和求
职者足不出户即可满足用工、求职需求。

就业稳，则大局稳。中智有关负责人
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的冲击，中智作为以人力资源为主业
的中央企业，将继续精准落实国家稳就业
政策，持续提供更高效、更便捷的线上招聘
服务，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战疫情稳就业
多家央企携手举办线上专项招聘活动

3月4日，在株洲市渌口区中医医院中药房，中药师在抓取中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湖南省中
医药管理局组织有关单位向全省各级各类复工企业免费提供相关中药，助力疫情防控。 新华社发

中药应用助力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