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油价下跌带来的冲
击，中国石油管道呼和浩特输油气分公司始终以“战
时状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输油保供、复工复产和改
革发展等工作，牢固树立危机意识，扎实组织开展主
题教育活动和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促进分公司高质量
稳健发展。

分公司切实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
实”的领导作用，扎实履行领导责任和保落实责任，安
排落实实施方案，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形成了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5 月 11 日，分公司经理张志峰、党委书记李国兴
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开展“战严冬、转观念、勇担当、上
台阶”主题教育宣讲，号召分公司干部员工提高政治
站位，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认清形势，丢掉幻想，
精打细算，扎实推进提质增效，稳中求进，全力以赴实
现全年目标任务。分公司按照领导带头、全员参与、
分类施策、重在实干、结果导向的原则，在随后的半个
多月时间内，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一线站场，参加基层
党支部的学习和大讨论活动，同时开展专题调研和建

议征集，有针对性的安排部署当下重点工作，推动主
题教育活动抓紧抓细抓实。目前分公司 16 个党支部
均已完成宣讲工作，累计参加达 220 余人次。

（赵慧颖）

分级负责 齐心共管 助推主题教育抓出成效

开展形势任务宣讲。

2020 年。注定是个让人难以忘
却的年份。

岁末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在武汉传播蔓延并给人民生
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面对灾难，党
中央紧急部署，精准发力，迅速从全国
调集 340 多支医疗队驰援武汉、驰援
湖北。刹时间，4 万多名医务人员白
衣执甲，逆行出征，从全国各地奔赴武
汉。这其中就有来自内蒙古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的主任医
师、内蒙古“草原英才”的获得者张卿。

危难之处显身手

毕业于中南大学并获得医学博士
的张卿已经从医 34 年。30 多年来，
她始终工作在呼吸内科临床、科研、教
学的第一线并且成为内蒙古地区知名
的学科带头人。她本人先后担任主任
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副主
任、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科带头人、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内蒙古医学
杂志编委、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事故鉴
定委员会专家等多种职务，主要研究
方向为肺癌以及重症肺炎救治。当新
冠肺炎疫情在湖北省暴发之际，她毅

然决然地放下需要她照顾的两位亲
人，主动请缨，报名支援湖北，成为了
自治区首批驰援湖北抗击新冠肺炎医
疗队的成员，同时也是医疗队中年龄
最大的一位专家。按照工作指令，张
卿对口援助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并担
任荆门市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救治
组组长。从１月 28 日正式进驻荆门
市第一人民医院到 3 月 20 日奉命撤
离，历经 53 天日日夜夜的坚守，张卿
带领的医护团队累计救治重症、危重
症患者近 200 名，会诊病人 300 多人
次并以医护队员“零感染”、病人“零死
亡”、工作“零责任”、救治“零事故”的
完美成绩凯旋而归。张卿本人因工作
出色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内蒙古
自治区劳动模范”“湖北抗疫最美逆行
者”“内蒙古医科大学抗疫先锋”等多
项荣誉称号。

荆门抗击疫情的守护神

湖北省荆门市，距离武汉 200 多
公里，素有“荆楚门户”之称，与武汉
之间人员来往频繁，当时累计已有数
百余名患者被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是
湖北省疫情的重灾区。荆门市第一

人民医院是张卿带领的内蒙古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医疗团队对口支援的
目的地。作为荆门市最大的三甲医
院，荆门市第一医院集中收治了全市
所有的新冠肺炎重症以及危重症患
者，是荆门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
的主阵地。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到达荆门后，张卿带领的医疗团队迅
速进入一线工作。为了充分掌握每
一个危重病人的病情，张卿冒着随时
被病毒感染的巨大风险，每天亲临隔
离病房进行日常查房，参与和组织院
内和全市的疑难急危重症患者的救
治。患者上有 90 多岁的耄耋老人，
下有 2 岁幼儿，也有孕妇、精神障碍
和需要透析的尿毒症以及患有严重
合并症甚至存在复杂手术等各种各
类的新冠患者。根据患者的实际情
况，切实提高治愈率，张卿主张“一病
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策略，努力给
每个患者提供最有效诊疗方案。其
中有一名 33 岁的男性患者，1 月 29
日确诊，由于病情迅速恶化，生命危
在旦夕，张卿和荆门第一医院专家果
断决策，于 2 月 4 日为患者使用先进
的 ECMO 技术，经过近半个月的努
力，患者终于转危为安、顺利康复 。

张卿带领的医疗团队与荆门医院并
肩合作使用 ECMO 技术救治新冠肺
炎取得了首例成功。

为了提高整个医院的救治水平和
防护意识，在当地卫健委的全力主持
下，张卿带领的团队与荆门医院的同
仁们一起以最快的速度对当地医院的
一批精干力量进行集中强化培训并邀
请感控专家进行全程督导，速成后这
批人员对荆门市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同时，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隔
离病房不足问题，张卿带领队员放弃
调休时间，全程参与新开放感染病区
的选址、病区改造扩容、指导新感染病
房规划设计、完善“三区两通道”设置
等工作。

回家的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作为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援鄂医疗队的领队，这注定张卿要比
别人付出得分外多。管理、安全、临
床、感控、护理、物资、生活、宣传⋯⋯
无论哪个环节出一点问题造成的后
果都不可想象。在荆门执守的那些
日子里，张卿就像一只被上满发条的
陀螺每天都在不停地旋转。每一个
班次下来，汗水都浸湿了她的衣衫，

本身患有关节炎和腰椎间盘突出症
的她常常累的精疲力竭，直不起腰。
但她却始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放
松，对付吃一口饭，马上组织队员进
行每晚 7 点的调度会、8 点的小组会
例会、9 点的心理疏导会，总结当天每
个队员临床遇到的情况，交流治疗和
护理的心得，布置次日的工作⋯⋯常
常工作到半夜两三点才能休息，早上
8 点又要开始新一轮的工作⋯⋯由于
南方的屋里潮湿阴冷，她多数情况下
只能和衣而卧。长期繁重的体力和
脑力工作使得她体重在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下降了十几斤。

作为援鄂医疗队的专家和领队，
张卿暗暗发誓:组织既然把这担子交
给我，我一定要保障每一个队员的安
全，把每一个队员平安带回家。由于
当时当地的医疗物资短缺，她主动积
极联系家乡的爱心人士，把一批批一
线紧缺的护目镜和防护面屏分发到每
一个队员的手中，同时还向院方捐赠
了一批必要的防护用品，以此来共同
保障医疗物资的及时有效供应。同
时，张卿深知，面对疫情对每个队员的
严格要求就是对整个团队安全的最好
防控。为此，她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援
鄂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的制度并进行

严格的实际操控训练，确保每位队员
都能正确熟练使用防护物品。为了进
一步完善管理工作，严明纪律，防微杜
渐，她在援鄂医疗队驻地实行半军事
化管理，设有宣传委员、生活委员、物
资管理员、心理疏导联络员，设立了 4
个小组和反映队员身体心理问题等的
健康管理卡，实行领队总负责、支部书
记监督、小组长落实到队员的分级管
理责任制。每天晚上 8:00 召开例会，
了解队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汇总分
析解决存在的困难、布置第二天的工
作。她组织成立了督导组，安排专人
对个人防护、财务管理、物品管理、宣
传报道、好人好事进行督导管理和监
督提醒。她不仅是整个团队的“解压
队长 ”，被队员们亲切的称为“ 张妈
妈”。同时也是团队和患者的“供应队
长”，她不仅带领队员们把自己的牛肉
干、牛奶送到病人手中，同时还给病人
捐赠了一批暖水壶和急需的生活物
资。这种共克时艰、友爱互助的亲情
氛围一直洋溢在荆门市第一医院⋯⋯

天地有大爱，白衣暖春色。在这
场看不见硝烟的抗疫战场上，张卿再
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白衣天使
的责任与担当⋯⋯

（乔建平 康晨）

烛照白衣暖荆门烛照白衣暖荆门
——记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抗疫援鄂”医疗队领队张卿

本报 7 月 27 日讯 近日，在国
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各部门干部
员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醒目的“廉
政提示牌”，它是干部员工办公桌上
的一位新“朋友”，也是国家开发银行
内蒙古分行不断创新廉政教育方式，
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一项新举措。

廉政提示牌设计简洁、内涵丰
富，正面展示了“领导干部拒腐防变
八条意见”，背面是“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增强国力 改善民生”庄严承

诺。廉政提示牌不仅是干部员工廉
洁从业的“承诺牌”，也是廉洁纪律的

“ 警示牌 ”，更是岗位职责的“ 监督
牌。通过“近在咫尺”的廉政教育，旨
在进一步推动廉洁风险防控浸入日
常、融入工作、嵌入岗位，教育干部员
工时刻敲响廉洁自律警钟，紧绷拒腐
防变的弦，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和各种
诱惑，以案为鉴，不触红线，不越底
线，持续增强廉洁从业意识和拒腐防
变能力。

一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
分行始终把廉政风险防控作为构建
风清气正的良好干事创业环境的有
力抓手。自 2013 年起，每年开展廉
政风险岗位监控工作，先后组织 21
个部门、1000 余人次职工排查重点
监控岗位近 240 个、一般监控岗位
180 余个，建立近 200 项防控措施，
逐步完善清单式防控机制，潜移默化
竖起一道廉洁风险“防火墙”。

（王利娜）

廉政提示“小”桌牌 风险防范“大”作用

为深入贯彻落实做好双拥工作，加强军政军民团
结，7 月 24 日国家税务总局锡林郭勒经济技术开发区
税务局第二党支部联合驻地武警锡林浩特中队开展
主题为“警民共建一家亲，不忘初心向前行”的主题党
日活动，大家齐聚一堂，喜迎人民军队第 93 个建军
节，共叙军民鱼水情。

本次共建活动以党建促税收，以税收辅党建、拓
宽党建活动载体、创新活动形式。开发区税务局第二
党支部组织本局业务骨干，以官兵最为关注的涉税政
策为切入点，着重对官兵们关注的退役军人和随军家
属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辅导，解答退役军人和
随军家属择业创业税收问题及社会保险费相关政
策。实现了军税共建谋共荣，双拥促双赢的目标。促
使军税鱼水情入心入脑，也让税务干部树立严守纪
律，甘于奉献的意识，同时增强基层党支部战斗力、凝
聚力，提升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活动在双方支部书记隆重签署共建协议下拉开
了帷幕。首先通过“零距离”接触武警官兵，感受武警
部队积极争创“四铁”先进单位，争当“四有”优秀个人，

把驻地当故乡，积极开展军民融合活动，忠实践行了人
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
给全体税务干部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接下
来由开发区税务局 2 名同志为官兵做了精彩而实用的
退伍军人税务优惠政策解读授课，官兵们纷纷表示：

“这堂课及时、贴心、实用，为面临退伍的战士自主择业
提供了辅导，为大家增添了创业就业的信心。”

而后，该局向武警官兵捐赠了书籍，并勉励官兵
加强学习，共同进步。为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走深走实，税务局的同志们和武警官兵一道在
庄严的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感悟入党初心。激情放
歌鼓斗志，倾情演出暖兵心，军民鱼水情，联欢情更
深。开发区税务局党员用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军
人的情怀》《军港之夜》《一壶老酒》表达了税务干部拥
军爱军情怀。活动在欢快的文艺汇演中走向了高
潮。为了充分展示军营男儿的热血豪情，武警官兵现
场展示了擒敌拳、刺杀操、通过 400 米障碍等科目示
范，充分展现了官兵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满腔豪情。

(李栋)

国家税务总局锡林郭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第二党支部开展“警民共建”主题党日活动

察右中旗税务局紧紧围绕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党
办关于党建工作的要求部署，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创新开展党建工作，促进党建工作与税收业务深
度融合。

一是强化政治引领，以党的建设掌好全局工作开
展之舵。将重要工作、重要业务、重要活动，提交党支
部研究讨论，做到支部工作与部门工作同部署，党建
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落实。

二是强化思想引领，以党性锤炼锻造新时代税务
铁军。察右中旗税务局建立健全学习教育长效机
制。认真组织开展集中学习，推动学习教育抓在平
常、融入日常,让学习落在了纸上，让理论走进了心
里。

三是创新开展活动，以丰富的活动形式扎牢理论
之基。为庆祝建党 99 周年，察右中旗税务局切实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开展了“迎七·一”网上知识竞赛答
题活动，组织机关骨干就党的历史、党的理论、税收业
务知识、时政要点 4 个板块编写题库，在全局范围内
开展 APP 有奖答题活动，在贯彻疫情防控工作常态
化、最大程度避免人员聚集的同时，促进党建工作与
税收业务深度融合。

四是彰显党员风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察右中
旗税务局支部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支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自愿捐款活动，支部 71 名党员累计捐出
善款 13600 元，由支部统一上交察右中旗委员会组织
部用于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杨艳）

国家税务总局察哈尔右翼中旗税务局
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促进党建工作与税收业务深度融合

察右中旗税务局深入贯彻上级党委关于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的工作部署，积极推进税收信用体系建
设，增强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意识，加强纳税人信用
等级评定结论在全社会的运用，切实提高守信纳税人
的获得感、满意度。

一是开展诚信宣传。充分发挥办税服务场所和
纳税服务平台的作用，对守信企业开展广泛宣传。并
通过实地走访，进行“面对面”诚信宣讲，倾听纳税人
的意见和建议的同时，接受纳税人的监督，增强征纳
双方互信，积极倡导“重诺守信”的价值取向。

二是依法惩戒失信。将走逃失联、虚假登记等 8
类失信纳税主体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财务负责人、其他办税人员纳入异常纳税人、异常
人员监控库管理，对其实施调减发票最高开票限额等
惩戒措施，引导企业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会信用形象。

三是联合激励守信。深化银税合作，按期与银保
监部门共享纳税信用数据和信用贷款数据，与多家银
行等金融机构签订“征信互认 银税互动”战略合作
协议，为守信纳税人提供“云税贷”“减税贷”等信贷融
资产品，让守信纳税人得到实惠。 （李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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