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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包头11月2日电 （记者
吕学先 通讯员 刘晓波） 包头市
中心医院移动方舱PCR实验室医疗
队抵达阿拉善盟后，从10月21日到
目前，已检测181649人次。

10月20日，根据自治区和包头
市卫健委支援阿拉善盟核酸检测的
紧急部署，包头市中心医院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筹备工作连夜展开。
21日上午，由包头市中心医院14名
工作人员组成的援助医疗队，奔赴
阿拉善左旗抗击疫情第一线。作为
包头市首个核酸检测移动方舱实验
室，严格按照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标准建设。在应对疫情突发时的人
群筛查工作时，以其灵活移动优
势，短时间内迅速投入到周边疫情
防控工作中，大大提升了应急核酸
检测能力。

方舱实验室入驻阿拉善左旗
时，正值当地进行第二轮核酸检
测。当地有近10万常住人口，面对
采集来的大量样本，医疗队员在密

闭的方舱实验室里，穿着闷热的防
护服，以专业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
份标本、每一步检验。

“核酸检测的主要宗旨是高效、
有序和安全。其中安全是重中之
重，尤其是工作人员的安全。”来自
包头市中心医院感染管理科的王明
利每天除了要指导、监督、检查检
验队员正确穿脱防护服，指导方舱
内人员、物品、医废出入流程，还
要对方舱的环境和设备、随行车
辆、临时休息办公场地、外围周围
环境进行消毒，并对医疗废物的收
集和处置、对清运方舱内污水的处
置进行指导及协助，发现有感染风
险时及时改进。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包头市
与阿拉善盟相隔 550公里，却因共
同抗击疫情结下深厚的战斗情谊。
在各级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和广大居民的积极配合下，核酸检
测工作有序推进，为疫情防控赢得
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来自包头的“移动方舱实验室”
已检测181649人次

□本报记者 杨婷

在阿拉善盟儿童福利院，模拟家
庭的“父母”正在为孩子们进行常规体
温检测。院长王建华说：“疫情发生
后，我们严格按照阿拉善盟疫情防控
安排部署实行封闭式管理，确保孩子
们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侵害。”

疫情无情人有情，自10月19日全
员封闭管理以来，院里的6个孩子一直
由模拟家庭夫妇悉心照料。“父母”们
每天都会为孩子进行体温检测、生活
区消毒、通风换气等日常照护，为保证
孩子的学习生活不受影响，他们还会
给孩子辅导功课。

据王建华介绍，目前孩子们和工
作人员均已完成第二次核酸检测，院
里的防护物资、生活用品、食品储备也
很充足，支撑两个月没有问题。

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也进入了
全员封闭状态，按照防控细则，所有员
工都身着工装、佩戴口罩，每天进行通
风换气。福利院严格执行消毒消杀、

体温检测、卫生清洁和一米线规定，实
行分区域就餐。

在物资采购方面，呼和浩特市儿
童福利院避免采购冷链物资，认真执
行物资进入院内30分钟消杀后入库制
度，实行接货人员与配送人员零接触，
严把福利院安全大门，严守孤弃儿童
人身健康安全。

自治区民政厅高度重视民政服务
机构的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工作，印
发《关于做好当前民政服务机构疫情
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下简称《通
知》），要求阿拉善盟、二连浩特市民政
服务机构实行封闭管理，进行全员核
酸检测，做到非必要不外出、非必要不
探视。其他地区按照各项防控指南要
求，实行常态化防控，并按照当地疫情
防控指挥部要求，随时调整防控等级。

为确保服务对象安全防护到位，
《通知》还要求各地民政服务机构严格
执行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配备充足
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全面落实清洁
消毒、人员管控、每日监测等防控措
施，实行疫情防控情况日报告、零报告

制度。
自治区民政厅儿童福利处负责人

说：“我们有一个微信工作群，全区各级
儿童福利部门负责人和儿童福利机构
负责人都在里面，每天机构负责人都会
在群里汇报情况，通过互相检查和严格
监督，严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

老年人作为新冠肺炎的易感人
群，也是疫情期间的重点保护对象。
各地养老服务机构积极按照当地疫情
防控指挥部总体要求，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指南具体措施，确保机构内老人
和工作人员安全防护到位、正常生产
生活。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
市等9个盟市均已实行养老机构封闭
管理，除特殊情况外不允许人员进出
和探视，阻断服务机构内老人和工作
人员同外界接触。

封院不封情，在呼伦贝尔市海拉
尔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拿着手
机让老人和家属在视频里互诉思念之
情。视频中，一家人相互关心，暖意融
融。

由于实行闭环管理，海拉尔区养
老服务中心暂停探视，老人和工作人
员非必要不外出。为避免没有家属探
视、陪伴下老人们出现情绪变化，海拉
尔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帮助老人
们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帮助家属“云探
视”。

“虽然无法入院探视，但工作人员
无微不至的服务让我很放心。”一位家
属说。

为进一步扎牢民政服务机构防疫
“安全网”，自治区民政厅采取自治区、
盟市、旗县三级民政部门联动抽查暗
访机制，对各地民政服务机构的封闭
管理运行制度、疫情防控应急预案、防
控管理制度、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储
备、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核酸检测及
疫苗接种等情况进行详细检查。

截至目前，全区各级民政部门以
视频连线、明察暗访等方式检查儿童
福利机构和未成年人保护机构76家，
抽查养老服务机构731家，持续巩固了
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成果，确保全
区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零发生”。

为“一老一小”撑起防疫保护伞

□本报记者 王雅静

11月 2日上午，自治区农牧厅
大院里，一辆献血车前排起了长长
的队伍，自治区农牧系统的干部职
工们自发组织了一场无偿献血，用
爱心回应爱心，传递人间大爱。

“在内蒙古自治区突发新冠疫情
的情况下，史鲁闽同志不远千里来支
援和帮助我们，我们很感动。他在支
援工作中突发疾病也让我们非常担
心，担心之余更想为他的康复做点事
情。”自治区农牧厅机关党委副书记
邢瑞说。

今年58岁的史鲁闽经福建省卫
健委选拔、10月12日到达呼和浩特
市，被派驻到内蒙古交通检疫组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工作期间，史鲁
闽因重症肺炎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医院住院治疗。10月31日，内蒙古

血液中心发出消息，史鲁闽的病情
急需O型RH阳性血维持治疗，而
内蒙古血液中心血库存量告急，号
召大家无偿献血，帮助史鲁闽渡过
难关。

“我们在10月 31日下午了解到
这个情况后，厅里马上决定组织一次
集体献血。11月1日当天，我们通过
各个党支部组织符合献血条件的同志
报名，大家十分踊跃。”邢瑞说。

自治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工牧仁报名参加了献血，他早早
地来到农牧厅大院，第一个登上献
血车，献了400毫升O型血。牧仁
说：“史鲁闽同志千里迢迢来支援我
们，特别不容易。看到他生病了，
我们心里真的很难受。所以，只要
我的血型合格，我一定会献！”

当日，自治区农牧系统42名干
部职工成功献血13700毫升，向支
援抗疫的英雄们表达崇敬之情。

爱的接力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陈春
艳）10月31日上午，一批疫情防控物
资通过公安特种车辆运送至额济纳
旗。这是自10月20日以来，自治区
公安厅第4次向额济纳旗运送物资。
截至目前，自治区公安厅已先后调拨
价值110余万元的疫情防控物资支
援额济纳旗。

后勤有保障，一线更有战斗
力。为确保全体参战民警、辅警能
够全身心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自治区公安厅警务保障总队在最短
时间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制定
总体方案，紧急调配物资星夜驰援
额济纳旗。截至目前，自治区公安
厅共为额济纳旗运送防护服 4700
套、医用口罩82050个、一次性手套
15980 双、测温仪 355 支、N95 口罩
7800 个、防护面罩 1880 个、护目镜
2000副、防护眼罩 1000多个，同时
协调内蒙古红十字会捐赠急救包
500个。

自治区公安厅调拨价值
110余万元物资支援额济纳旗

□本报记者 刘宏章

“你们卡口有困难吗？”“大家一定
要做好防护，天冷了，多穿点衣服！”

“再累再苦也要克服，一定确保防控工
作万无一失！”……11月 2日，天刚蒙
蒙亮，许鹏飞就来到策克口岸的各个
卡口巡查值守情况。自他来到策克口
岸疫情防控一线后，像这样每天早早
地巡查卡口疫情防控情况已成为他工
作的惯例。

今年41岁的许鹏飞是阿拉善盟交
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
也是一名有着15年党龄的老党员。额
济纳旗新冠疫情突发后，当得知阿拉
善盟交通运输局要紧急征召一批机关
人员支援额济纳旗疫情防控时，许鹏
飞立即请缨参战。

许鹏飞说：“作为一名党员干部，
这个时候正是需要我们冲锋在前、做
奉献的时刻！”在他请缨下，阿拉善盟
交通运输局决定由他任交通运输系统
驰援工作组策克组长，带领24名交通
执法人员出征策克口岸。

他，既是奋战在一线的“指挥官”，
也是默默坚守岗位的“排头兵”。

策克口岸是这次疫情外防输入的
前沿阵地。抵达策克口岸后，许鹏飞
立即联系策克口岸管委会进行疫情防
控工作对接。按照工作安排，他带领
的工作小组肩负起策克口岸9个监管
区防疫卡口日夜值守任务。

面对时间紧、任务重，许鹏飞组织
工作组人员按照每个疫情防控点2人
24小时驻守进行了部署，并对每个防
疫卡口的场地和卡口车辆逐一进行消
毒排查，做好体温检测登记、健康码查
验，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人”。

此后，随着当地疫情防控形势的
严峻，口岸管委会要求许鹏飞的工作
组再接管对滞留口岸的118名大车司
机集中转移和管理工作，并接管当地2
个集中隔离酒店的看护任务。

接到任务后，许鹏飞带领工作组迅
速行动，认真核对每一名司机的信息和
健康情况，并耐心和他们讲解防控政
策。为了保障好滞留酒店的司机师傅
隔离期日常生活，他安排值班人员每日
提供配送三餐服务，并对滞留人员房间

每日进行3次消毒、测温。“这些司机师
傅太不容易了，我们一定要做好他们的
日常服务保障工作。”许鹏飞说。

“越是关键时期，越要彰显党员的
模范带头作用。”为了凝聚防疫一线工
作组的战斗力，许鹏飞带头交了1000
元特殊党费，还发出“是党员就要冲在
前”的倡议。工作组全体党员面对党
旗作出庄严承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为了解决值守人员休息不足的问
题，许鹏飞也当起了一线值守员。“特
殊时期，越是艰苦越要做好后勤保
障。”许鹏飞说。

当他看到有的组员头发长了，便
组织大家互相理发。“许队长太辛苦
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都
要考虑，由于休息不好，他眼圈红肿，
人也消瘦了，但只要看到他的身影，我
们就感到无比安心，更有干劲了！”队
员王克说。

“我和我的同事们坚守在防疫一
线，尽管很累，但感到很充实。疫情一
天不退，我们就一天坚守一线不放
松！”许鹏飞说。

许鹏飞：坚守一线不放松

本报11月 2日讯 （记者 柴思
源 见习记者 梅刚）11月2日，在全
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延军
介绍，我区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全区8.5
万多个基层党组织、169万多名党员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
重要指示精神，冲锋在前、坚守一线，
筑起牢不可破的北疆“红色屏障”。

疫情发生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突出党建引领，让党旗始
终在一线飘扬。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及
时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的通知》，动员全区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立即进入“战时”状
态。阿拉善盟印发《倡议书》，动员全
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把党旗树起来、
把身份亮出来，各旗区、重点行业部门
以及支援额济纳旗党员志愿服务队根
据工作需要，在道路卡口、封控小区、
医疗服务队、隔离病区等成立临时党
支部233个，让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到
疫情防控最前沿。同时，自治区党委
组织部第一时间下拨500万元专项党
费，支持重点地区基层党组织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把组织关怀传递到抗
“疫”一线。

全区各地突出网格防控，做到堡
垒铸就在一线。加大网格党支部和楼
栋党小组的组建力度，形成“社区党组
织—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
组织体系。呼和浩特市推动村级党群
服务中心增加便民措施、提供贴心服
务，构筑起疫情防控的“红色堡垒”和

“温馨家园”；二连浩特市社区党组织
与包联单位党组织紧密配合，按照网
格化管理的相关要求，组织广大党员
干部24小时值班值守，帮助开展核酸

检测；伊金霍洛旗发布 1例确诊病例
后，疫情重点镇纳林陶亥镇的各村党
支部，充分发挥网格管理优势，通过设
置卡点、成立临时党支部、设置党员先
锋岗，坚决守好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突出
正确导向，做到党员冲锋在一线。各
地全面启动在职党员“向社区报到，到
社区请战”行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
2.2万多支、设立党员先锋岗 3.6万余
个、划定党员责任区4万多个，协助做
好核酸检测、人员管控、物资保障等工
作，全力配合社区共筑抗“疫”防线。

我区169万多名党员筑起疫情防控“红色屏障”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张
璐）“曾经在额济纳旗战斗过的战友
们，额济纳这片热土滋养了我们，
现在额济纳遭遇疫情，我们虽然身
处不同地区，但也想为她尽一点微
薄之力……”近日，一个名为“阿拉
善盟边防战友”的微信群发出这样一
条信息，在退役老兵杜云生和赵明华
等人提议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线上捐
款就这样开始了。

短短两天之内，曾经在额济
纳旗边防大队服役过的 127名老兵
捐款 82176元。捐款名单中，有如
今身处抗疫一线的志愿者、千里
之外的牧民，还有定居南方的战
友……

老兵们表示，虽然他们现在离
开了额济纳旗，但是当第二故乡遇
到困难时，他们一定会挺身而出，
和故乡的人民一起渡过难关。

127名退役老兵
为额济纳捐款8万余元

本报11月2日讯 （记者 柴思
源 见习记者 梅刚）11月 1日，在
全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书
记、主任许宏智介绍，额济纳旗疫情
防控总体呈现点多、面广、难度大、病
例多、救治难、溯源难的特点。

许宏智表示，针对额济纳旗疫情
防控的特点，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建立了国家、自治区、盟市和旗
县4级联动的扁平化运作指挥体系，
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同时，我
区积极统筹各方力量，统筹各类资
源，不仅有由国内顶尖流行病专家、
传染病防控专家、医疗救治专家组成
的国家防控队伍提供防控和救治支
持，自治区卫健委还从全区各地抽调
130多名防控和医疗专家来到现场，
进行医疗救治工作。

许宏智介绍，此次额济纳旗疫情
防控以核酸检测为切入点，迅速锁定
感染者。额济纳旗经过 8轮核酸检
测，已连续5日未再发现溢出病例，确
诊病例均是在已经有效隔离或者闭
环管理的人群中发现。

许宏智表示，下一步，我们将进一
步加强社会管控，加强对隔离人员的
管理，并对重点人群、重点区域和重点
部门人群加强核酸检测。同时，按照
快、准、严的防控原则，各项措施要快
速地落在实处，严格落实我区疫情防
控方案要求，在反应处置、物资保障、
医疗救治等方面全面提升防控能力。

额济纳旗疫情防控
呈现六大特点

本报巴彦淖尔11月2日电 （记
者 图古斯毕力格）11月 2日上午，
乘专列离开额济纳的 440名滞留游
客抵达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巴彦淖尔
市做好充分准备，为他们提供温馨舒
适的环境和贴心周到的服务。

为做好此次集中健康监测工作，
巴彦淖尔市制定了完善的工作方案，
成立了工作专班，统一协调调度，对
游客安置酒店健康监测管理、后勤保
障、应急救援等工作作出了详细安排
和部署，确保这批滞留游客在巴彦淖
尔市健康监测期间得到全方位的保
障和服务。在额济纳滞留游客抵达
巴彦淖尔市过程中实行专车接送、单
人单间闭环管理。酒店根据“三区两
通道”防控要求进行布置，确保无交
叉，全方位做好防控工作。

巴彦淖尔安置440名
额济纳滞留游客

本报 11 月 2日讯 （记者 杨
婷）为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心理危机干
预工作，预防和减轻疫情给群众造成
的心理障碍，近日，自治区民政厅成
立内蒙古自治区疫情防控心理疏导
志愿服务队伍，通过线上心理疏导服
务保障群众身心健康。

疫情防控心理疏导志愿服务队
伍聚集了来自全区各盟市共 184名
社会工作和心理咨询专业人才，其中
二级心理咨询师 72名、三级心理咨
询师12名、社会工作师46名、助理社
会工作师33名，服务时间为9：00至

22：00。该队伍旨在充分发挥专业人
才在疫情防控中的积极作用，在疫情
期间为困难群体和有需求的群众提
供心理疏导、情绪支持、精神抚慰等
服务。

目前，自治区民政厅已公示了志
愿服务队伍名单和联系方式，有需求
的群众可拨打电话进行免费心理咨
询。疫情防控心理疏导志愿服务队
伍还建立每日值班服务制度，通过轮
班确保每天都有心理疏导志愿者在
岗，为全区群众提供全天候免费心理
援助服务。

我区组建志愿专业团队
开展疫情防控心理疏导服务

11 月 2 日，医务人员为额济纳旗群众做核酸检测。当日 6 时，额济纳旗启动第九轮全员核酸检测，截至 12 时，共采样
28825人次。 本报记者 王磊 见习记者 王坤 摄

额济纳旗启动第九轮全员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