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区从1月28日开始，先后派出
包括医护人员、疾控工作人员等在内的800多名工作人员驰援湖北。
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带着必胜的信心和决

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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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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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科主管护师

郝艳芳 呼和浩特市第
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二科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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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乌审旗各企业加快复工
复产，连日来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
局乌审旗分局多措并举提速环评审
批，助推企业快速恢复。一是主动
介入跟踪，全程引领服务。由专人
负责跟踪全旗重点项目，及时了解
环评审批过程中存在问题，及时汇
总、及时研究、及时解决，为企业在
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全程“答疑
解难”，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
急”。二是改变传统方式，“云端”在
线办理。坚持“为企业节省时间，就
是为企业增加效益”的服务理念，改
变传统受理方式，实现“书面受理”

与“网上受理”双渠道受理，为企业
和办事群众减少奔波之苦。三是优
化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间。推出

“受理”与“审查”同步，“修改报告”
与“现场踏勘”同步，“拟文”与“公
示”同步的新举措，用“一份”时间实
现“双份”效应。

3月17日，是乌审旗全旗投资项
目“集中审批日”，鄂尔多斯市生态环
境局乌审旗分局现场对近期受理的
8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
出了审批。此次审批的8个项目，累
计投资45107.66万元，审批时限仅
为10个工作日，与法定审批时限相

比缩短了整整20个工作日，切实实
现环评审批“加速度”。

下一步，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乌审旗分局将继续紧盯各类项目，主
动服务，加速办理，及时帮助企业和
办事群众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全力
助推乌审旗各类企业复工复产。

（杨爱群）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多渠道助力复产复工

问：采集新冠肺炎治愈患者的恢复期
血浆用于治疗，会不会影响捐献者健康？

答：首先只要病人身体恢复，并达到
了出院隔离的标准就可以采集血浆。采
集血浆不会影响健康，但献血浆者需要经
过医师的评估，是否适合捐献血浆。利用
全自动单采血浆机，仅采集人体血液中的
血浆成分，而将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等
回输给献血浆者，对本人影响很小。一般

献血浆后1-2小时血容量就会得到恢
复。采集200-300毫升血浆，捐献者一
到两周以后血浆就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情
况，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小的。恢复期血浆
可以救治重症、危重症患者，希望各位恢
复期的病人积极贡献血浆，为救治重症患
者、降低病死率做一份贡献。

（本报记者 赵娜 整理 来源健
康中国）

新冠肺炎治愈者捐献血浆会不会影响健康？

本报通辽 3 月 19 日电 （记者
郭洪申 见习记者 薛一群 实习
生 胡建华）“吉日嘎郎吐镇农民贾广
德近14万斤红薯滞销，红薯很甜，希望
看到信息的你，优先考虑购买本地红
薯……”日前，一条倡议“刷爆”了通辽
市开鲁县各类微信群，引发了一场爱
心助农接力。

据了解，吉日嘎郎吐镇保发村村
民贾广德去年承包了 70亩地种植红
薯，受疫情影响，原本联系好的客商临
时取消了收购计划，近14万斤红薯遇
到了销售难题，天气逐渐转暖，红薯开
始出现溃烂发霉，贾广德急得团团转。

吉日嘎郎吐镇政府了解情况后，
第一时间发出了爱心助农倡议书，通
过政府公众号、微信、快手等平台广泛
宣传。倡议书发出之后，引发广泛关
注，全县各级各类志愿者纷纷行动起
来，帮助贾广德拓宽销售渠道，并在线
下组织青年志愿者助力运输。

在贾广德租赁的仓库里，十几名
志愿者正在打包红薯，挑选、过称、装
袋，每个流程都认真仔细。

“辣妹子”巾帼志愿者王世红说：
“大家既当销售员，又当搬运工，希望
通过我们的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据
了解，截至目前，全县各级各类志愿者
已经帮贾广德卖出7万多斤红薯，爱心

接力仍在继续，这也是开鲁县积极推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开鲁县依托各镇场（街
道）文化站、嘎查村（分场、社区）文化
室、学习讲堂等场所成立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12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158
个，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
大队16支、各类志愿组织97个，他们
与基层结对共建，结合群众需求开展
文明创建、志愿服务、爱心接力等活
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以来，开鲁县近 3万名志愿者积极投
身战“疫”第一线，他们在防护知识宣
传、外地返乡人员排查和管控、防控
监测点执勤、防护物资捐献、助力贫
困群众备春耕生产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晒过的种子和没晒过的种子，
出苗后颜色是不一样的，粗壮程度也
不同……”疫情防控不可松劲，春耕
生产也不能耽搁，开鲁县 300多名农
技科普志愿者通过快手直播、微信推
送等形式，指导农牧民科学购买农
资，农、牧、林、水等技术专家以微课、

小范围现场示范等形式，围绕红干椒
种植、春羔生产保育、果树春剪与管
护、农业高效节水等农牧民关心的生
产技术开展线上培训，让农牧民“宅”
在家里也能掌握实用技术、保障春耕
生产顺利进行。农技科普志愿者被
群众亲切地称为“不走的专家”“农牧
民的贴心人”。

志愿者成为了全县疫情防控主
力军，各级志愿服务队伍也打响了具
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品牌。今年，开鲁县结合“有
事村里（社区）说”等活动，深化拓展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国家级试点建
设工作，通过“向群众说事、听群众说
事”，征集群众志愿需求，强化机构项
目设置，统筹调度各级志愿服务队伍
开展群众迫切需要、喜闻乐见的文明
实践活动，切实推进志愿服务项目
化、文明实践活动品牌化。据了解，
开鲁县年内将打造3至 5个文明实践
大舞台、6个精品志愿服务项目，建设
1个志愿服务需求征集中心，成立理
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等 6 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

开鲁县：志愿服务项目化 文明实践品牌化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张文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阿拉善左旗王府
街道党工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党员
干部积极践行初心和使命，凝聚各方力量，
合力共筑疫情防控的安全防线。

街道党工委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
控尖刀班、党员先锋队、党员志愿服务
队，设置党员先锋岗，让党员在一线发
挥作用。全体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践
行初心和使命，以网格为单位，加强排
查、加强管控、加强宣传、加强督查，责
任到人，力争做到“见地知房、见房知
户、见户知人、见人知情”，不落一人，有
效推动了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地。

同时，街道党工委还凝聚互动单位的
联防联控力、群团组织带动服务力，“两委

员一代表”的影响聚合力、居民群众的群
防群控力和社会各界的援助支持力，协同
作战，合力共筑疫情防控的安全防线。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基层社会治理
能力的一次大考，王府街道党工委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进一步健全网格化管理
制度、“红色物业”机制、应急联动机制，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王府街
道党工委通过党群服务中心电话、微信

“线上接单”，工作人员、网格员“下线办
理”的方式为辖区居民提供社保等便民
服务；通过社区“兜底”的形式，帮助居
家隔离人员采购日常用品，免费提供必
要的生活必需品和防护用品，使他们切
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阿左旗：抗疫前线党旗红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刘志贤）
日前，自治区教育厅下发通知，要求各地
区和学校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疫
情防控期间师生健康教育和管理工作。

通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各地区和学校积极开展线上教育教
学活动，尽可能减少疫情对教育教学工
作的影响。但也出现了师生居家工作学
习时间延长、用眼过度、运动减少、心理
焦虑、营养过剩等危害身心健康的问题。

通知要求，各地区和学校要严控教
学时长，减轻用眼负担，分学段、分年级

控制线上教学时长、精选教学内容、优
化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原则上不
要求学生上传电子作业和学习视频。
要提示学生学习时保持正确的坐姿、注
意用眼卫生，课间休息时间适当穿插眼
保健操、远眺、广播体操等。要积极引
导师生在家自觉开展体育锻炼。体育
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
主动为教职工和学生提供适合在疫情防
控期间居家锻炼内容、方法，注重指导师
生科学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抗病能
力、调节不良情绪。要注重传染病预防

知识技能的培养，充分利用线上讲座、微
视频、电话沟通等方式做好疫情期间师
生的健康教育工作。同时，师生要科学
安排膳食营养，合理执行作息时间。

通知还要求，为确保开学安全有
序，各地区和学校要建立健全覆盖全体
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健康监测制度和体
系，全面准确掌握每一位教职员工和学
生的健康状况，特别是与新冠肺炎疫情
相关的健康要素以及疫区旅居史、风险
人员接触史、外地返程情况等，做到“一
人一档，精准施策”。

自治区教育厅要求严控线上教学时长

文明实践在行动

防控知识天天讲防控知识天天讲

要闻简报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石向

军）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获悉，内蒙古
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阿拉
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平均风力
可达 6 级以上，部分地区伴有扬沙天
气。气象专家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
工作，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
物品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还要注意森
林草原防火。

本报 3 月 19 日讯 （记者 刘
洋）日前，呼和浩特市2019年重点招商
引资项目、“第三届蒙商大会”签约项目
中通快递（内蒙古）智能科技电商快递
产业园完成备案，近期将开工建设。

本报鄂尔多斯3月 19日电 乌
审旗达掌交管中队健全应急响应联合
指挥机制，切实强化交通指挥、快速处
置和应急救援能力，严查各类严重违
法行为，确保遇有紧急情况能够快速、
及时和妥善处置，为各行各业复工复
产出行群众提供良好的道路交通环
境。 （周磊）

本报乌兰察布3月 19日电 察
右前旗供电分局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以多项优
质服务保障春耕春灌用电，确保不误
农时。 （贾素娟）

本报鄂尔多斯3月 19日电 近
期，鄂托克前旗交管大队积极保障服
务企业复工复产，紧盯重点道路、重点
时段、重点违法，稳控事故风险，在

“点、线、面”三个方面保障路面秩序管
控。 （朱小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