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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情 献爱心

聚焦西青

西青区党员捐款646 万余元
本报讯（通讯员 王翠平）为响应
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号召， 根据中组部
和市委组织部有关要求， 西青区高度
重视，精心组织，广泛动员部署全区党
员为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自愿
捐款。
广大党员热情高涨、 慷慨解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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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几十上百元，大到上万元，每一名党员
都抢着为疫情防控工作出自己的一份力，
用实际行动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书写新
的初心答卷。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 32153
名党员向党组织捐款 646 万余元，2886
名党员向区红十字会等其他组织捐款
529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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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出台 9方面 24 项措施

西青为村和社区防控一线工作者发补助

保障和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

从 1 月 25 日开始 每人每天 50 元 直至疫情结束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青区广大医务
人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夜以继日、冲锋在前，以科学
严谨的专业精神和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 护佑人民生
命安全，展现了高尚的医德医风。 西青区委、区政府为
了更好地保障和关爱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人员及其
家属，制定出台《西青区关于保障和关爱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工作方案》。
一、改善医务人员工作和休息条件
（一）改造设施设备。 加强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防
护设施建设和设备配置， 使收治病人的医疗卫生机构
满足传染病诊疗和防控要求。 结合各单位实际，重点改
造医生办公室、值班室和休息室，营造有利于医务人员
工作的良好环境。 为医务人员提供良好的后勤服务，保
障医务人员充足的睡眠和饮食， 保证基本生活用品供
应，并采取措施，避免医务人员集中就餐。
二、维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
（二）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各医疗机构根据疫情防
控实际，合理配置医务人员，满足医疗服务需求，保障
医务人员休息时间，防止超负荷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
科学管理，采取弹性排班和错峰上下班等措施，减少交
叉感染的风险。各医疗卫生机构对一线医务人员，防控
任务结束后，由所在单位进行调休、轮休、补休等方式

安排强制休息，适当增加休息和带薪休假的时间。
（三）强化健康防护和疗养休养。 采取预拨专款、
统一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 全区调配等多种方式
配齐防护物资和防护设备， 防护用品调配向临床一
线倾斜，保障一线医务人员使用。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及时隔离，密切接触者在集中隔离点隔离医学观察，
确定疑似病例在西青医院发热门诊医学观察， 尽最
大可能减少医务人员之间、 医务人员与病人之间交
叉感染。 将一线医务人员纳入年度健康体检计划和
疗休养计划。疫情结束后，各医疗卫生机构及时为一
线医务人员组织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和疗养休养。
（四）全力救治受感染的医务人员。 医疗卫生机
构要提前制定工作方案， 对本机构内发生感染的医
务人员，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负责，为
感染的医务人员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 协助定点医
院有效开展医疗救治，控制病情发展，对重症、危重
症病例要集中优质资源， 组织专家组对病情进行评
估、会诊，最大限度减少病亡。
（五）做好心理疏导。 依托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
援助平台，为医务人员提供心理疏导，开展医务人员
心理健康评估，强化心理援助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
干预和心理疏导，减轻医务人员心理压力。联合天津

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设立心理援助热线， 对区医务
工作者提供疫情应对期间心理援助服务。 一线医务人
员所在单位党组织要通过谈心谈话、关怀问候等方式，
密切关注医务人员思想动态、情绪变化，做到心理问题
早发现、早干预、早疏导。
（六）提高医保待遇水平。 一线医务人员在履行疫情
防控任务期间，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部门按照住
院标准报销，财政部门对其余个人负担部分予以全额补
助。 卫生健康部门汇总人员及费用后，暂由医保基金全
额垫付，待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财政部门与医保部门
另行结算。 为赴湖北省医疗队人员直接办理异地就医相
关手续，及时了解每一批赴湖北省医疗队员异地就医联
网加标情况， 确保开通并正常使用异地联网结算功能，
实现异地住院医疗费用联网结算；不能联网结算的医疗
费用，区医保局与市医保局、医保西青分中心沟通协调，
按照经办细则和工作要求，及时受理、优先办结，报销资
金发放到用人单位或本人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七）落实一线医务人员生活保障。可征用医院周边
有条件的宾馆、招待所等固定场所，为一线医务人员提
供舒适的生活休息环境和与家人隔离的必要条件。 采
取专车接送解决定点医院一线医务人员通勤问题。
（下转第 14 版）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
青广大社区工作者日夜不休， 坚守岗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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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工作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西青
区参照天津市相关文件要求，制定发放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为
村和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发放
临时性工作补助的通知》，为全区村、社
区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发放临时
性工作补助。
一、发放范围：在村、社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开展执勤值守、
排查筛查、政策宣传、网格管理等具体工
作的“
两委”班子成员、专职党务工作者、
社区工作者。下派到村、社区任职的公职
人员和疫情期间未在岗的村、 社区干部
不予发放。
二、发放标准：每人每天发放临时性
工作补助 50 元，按天进行计算。 工作人
员当日累计工作时间不足 4 个小时的，
不计算在内。
三、 发放时间： 临时性工作补助从
2020 年 1 月 25 日开始， 每月发放一
次，直至疫情结束。
四、经费来源：临时性工作补助由区
财政全额承担。每月底前统计核准后，由

区财政统一下拨，各街镇负责发放。 临
时性工作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五、工作要求：为村、社区疫情防控
一线工作人员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是
区委、区政府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的
重要举措。 各街镇要高度重视，加强组
织领导，切实发好用好这笔资金，让基
层一线感受到党组织的关心关爱。
（一）建立健全考勤制度。 各街镇要
加强对村、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的日常管理，健全完善考勤制度，做好
考勤记录，强化监督管理，确保每名工
作人员都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二）严格进行审核把关。 各街镇要
对各村、 社区报送的补助发放名单、出
勤情况和具体金额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确保内容真实准确， 如实发放工作补
助。 不得擅自扩大发放范围，提高补助
标准，严禁虚增人员名单等虚报冒领行
为，严禁克扣、挪用临时性补助资金。 一
经发现，将严肃追责问责。
（三）按时做好统计工作。 各街镇要
严格按照发放范围，认真做好临时性工
作补助的统计报送工作。
（四）在村、社区疫情防控一线的其
他工作人员、志愿者参照执行，经费由
街镇、村（社区）承担。

西青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动员部署会暨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众志成城克时艰 心手相牵护家园
—西青区关爱抗疫一线工作者纪实
——
■记者 牛桂玲 李娟娟 李焕丽 乔金伟
于爱澍 蔡莹莹 郭非
历史，会永远记住 2020 年的这个春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在中华大地无情蔓延，
让原本万物复苏的季节变得沉重而寂静。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西青儿女也全员参与到
了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中，无私无畏，执着
奉献。
毋庸置疑，由于职责和分工不同，有两支力量
在这场战役中肩负的使命较大， 一支是医务工作
者，一支是村、社区工作者。他们发扬舍我其谁的大
无畏精神，拼在了抗疫战场的最前沿，为阻断疫情
蔓延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火墙。
除此之外，机关干部、公安民警、企业职工等等
西青各行各业的广大劳动者也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为早日打赢这场阻击战贡献力量。
夜以继日的坚守，疲惫不堪的身影，党和政府
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前线有你，后方有我。 一项项暖心政策纷纷出
台，一句句叮嘱滋润心田，一批批物资保驾护航，让
这些逆行者，轻装上阵，后顾无忧。
春天花会开。 这些暖心的行动汇聚成一股股暖
流，为迎接最后胜利，为西青人民安居乐业注入无
穷的动力。

暖心政策，关爱抗疫一线排头兵
疫情来临，医务工作者站在守护人民身体健康
的第一道防线。 西青区广大医务工作者顽强拼搏、
日夜奋战，将生死置之度外，用平凡而伟大的双手
托起生命方舟。 特别是 30 名驰援湖北医疗队的医
务人员， 更是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身体和心理压力，
怀揣必胜的信念， 用顽强的意志坚守在患者身边，
将自己的血肉之躯化成守护生命的防线。
你在前线奋战，我在后方保障。 西青区委、区政
府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关心爱护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
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出台了《西青区关于保障和
关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工作方
案》，包括改善工作环境、提高津贴待遇、先进表彰
以及生活照顾等 9 个方面 24 条措施，给予一线医
务人员全方位的政策保障。
你的保障，是我前行的动力。 暖心政策的实施，
给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人员送去了温暖，送去了
与病魔斗争到底的决心。
奋战在湖北前线的年轻护士陈薛霖与她的 3
名战友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被拟定为火线入党发展
对象人选。 在写给父母的家书里，陈薛霖写道：
“党
和政府给予的关怀和贴心的保障，让我更专心地在
湖北工作。 我看到身边的党员都是吃苦在先，敢闯
敢拼，更坚定了我加入党组织的决心。 每位党员都
是一面党旗，每一面党旗都在战‘疫’一线高高飘
扬。 我坚信，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
实实在在的政策不仅让党旗更坚固地在一线
飘扬，更为后方的坚守凝聚奋进的暖流。
一直在家里严守百姓健康大门，夜以继日奋战
在发热门诊的西青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护士长郭俊
华说：“暖心的政策，从工作到生活，从物质保障到
身心关怀，面面俱到，就像是一股暖流沁润着心田，
帮我们解除后顾之忧。我们将继续发扬医者仁爱精
神，坚守一线，早日消除病魔，让一切重回正轨。 ”
抗击疫情有两个主要阵地，一个是医院救死扶
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控阵地。

疫情来袭， 农村和社区作为防控疫情蔓延的第
一道关口，织牢这张防护网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千
家万户的健康和安全。 西青区充分发挥农村和社区
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尽全力抑制病毒传播。
从阻击战打响以来，各村、社区疫情防控一线的
广大工作人员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号召，24 小时轮
流值守岗位，严把社区大门、逐户摸排，确保不落一
人。 一座座疫情防控的坚实堡垒在西青的每一个村
落、社区耸立起来。 这些构筑起堡垒的战士们，他们
有的为隔离家庭代购采买来回奔波， 有的手机不离
耳朵逐户排查提醒， 有的加班加点将平价爱心口罩
送到预约居民家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奉
献着。
你们是社区群众的贴心人， 是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排头兵，你们的付出换来了百姓生活的安宁，
你们也应当得到最贴心的关怀。 参照天津市相关文
件要求， 西青区出台了为村和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工
作人员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的暖心举措， 每人每天
可获得 50 元临时性工作补助，直到疫情结束。
区委、区政府的关怀，让这些奋战在防疫一线的
村、社区工作人员倍感暖心。 张家窝镇家兴里社区主
任刘海超激动地说：“感谢区委、 区政府对我们一线
社工的关心与爱护，这让我们感到温暖的同时，更加
坚定了信心。 我们将再接再厉，用实际行动守护居民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留下最美‘逆行者’的身影，
直到战
‘
疫’全面胜利。 ”
暖心政策出台之后， 为让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
员及时享受到这份“福利”，区有关部门积极响应，充
分发挥职能优势，保障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区财政局局长杨义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是区
委、区政府保障和关爱一线工作人员的重要举措，我
们积极做好资金保障， 共筹措资金 585.79 万元。 其
中，拨付卫生机构专项资金 270 万元，用于对直接接
触待排查病例和确诊病例，诊断、治疗、护理、医院感
染控制、 病例标本采集和病原检测等工作相关人员
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拨付各街镇村、社区疫情防控
专项资金 315.79 万元， 用于对村、 社区开展执勤值
守、排查筛查、政策宣传、网格管理等具体工作的‘两
委’班子成员、专职党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发放临
时性工作补助，切实让党和政府的关怀不落一人。 ”
作为全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牵头部
门，区发改委积极谋划，为政策的实施保驾护航。
区发改委副主任王玉毅说：“疫情防控阻击战打
响以来，我们积极发挥部门职能，在防控物资紧张的
形势下，广开渠道与 5000 余家物资生产企业取得联
系，积极采购各类防控物资，持续建立健全物资发放
体制机制， 确保将防控物资第一时间发放至最需要
的基层手中。
积合力以致胜、汇众智而成功。 区委、区政府的
关怀备至，凝聚了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筑牢了一张
暖心的政策“保障网”。 全区上下以胜利为岸、以团结
作帆、以奋斗划桨，与风浪搏击，用最美的笑容拥抱
春日明媚的阳光！

关爱慰问，增添抗击疫情的信心
从疫情防控集结号的声音刚刚响起，西青区各
条战线迅速行动起来， 大家联手织就了一张牢牢
的防护网。 不管是医护人员，还是社区工作者、公
安民警、企业职工，坚守抗疫一线的每一个人都毫
不退缩，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共同守护着西青人民
的安危。
从疫情防控开始的那一刻， 前方奋战人员的安

危始终萦绕在全区人民的心头。但他们从来不是在孤
独地战斗！ 战“
疫”第一时间，区领导就带着全区人民
的心意，陆续深入发热门诊、集中隔离点、社区值守站
点、复工复产企业等防疫一线进行走访慰问。
对一线医护人员的关怀、爱护，一直是西青疫情
阻击战的重要组成。区委书记李清在不同场合多次强
调，“保障和关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是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
“
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高度重视，充分认识一线医务人员是抗击疫情
战斗的主力军，是打赢疫情总体战、阻击战的中坚力
量，要把一线医务人员关心好、保护好、爱护好，要把
党和政府的关怀切实传递到一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
的心中。 ”
在疫情防控战刚刚打响的时候， 区委书记李清，
区委副书记、区长白凤祥等区领导就来到西青医院发
热门诊，在实地检查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对医
院的医护人员进行了亲切慰问，叮嘱他们在全力做好
发热病人诊疗救治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
工作，科学调整作息时间，保持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健
康的身体状态。
区委副书记、区长白凤祥近日深入卫生系统和一
线医务人员家中走访慰问，督导西青区关心关爱疫情
防控一线医务人员若干措施落实情况。白凤祥一行深
入西青医院发热门诊、西青区 1 号集中医学隔离观察
点、 西青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人
员，并走访慰问了部分支援湖北医务人员家属，为他
们解读西青区出台的一系列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
医务人员的若干措施，认真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等
方面遇到的难题，为他们送去了慰问品，将西青区委、
区政府的关心关怀，及时送到了他们的心坎上。
农历正月十四上午，一场牵动全区人民的视频连
线在西青区融媒中心举行。 透过大屏幕，远在千里之
外驰援湖北的西青医护人员与家乡人民进行了短时
间的“
相聚”。
在西青融媒大厅， 区委副书记、 区长白凤祥代
表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
和崇高敬意。“吃的好不好，工作累不累，家里还有
什么惦念的，有困难我们来解决。 ”在短短的连线时
间里，白凤祥仔细询问医护人员的工作和生活。“都
挺好的，家乡人民放心吧。 ”这些可敬的医护人员，
冲锋在前，与时间赛跑、跟病毒搏击、用生命守护生
命。 但面对领导的关怀，他们既不提繁重的工作任
务，也不说艰苦的生活环境。 全区人民向你们致敬，
期待你们的凯旋。
特殊的节日关爱特别的群体。 在“
三八”妇女节到
来之际，西青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董秀琴，副区
长高艳来到西青医院发热门诊和西青区 1 号隔离点，
为女医务工作者送上了鲜花， 并祝福大家节日快乐。
区领导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青区广大医
务工作者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是抗击疫情
的最美逆行者，特别是发热门诊的女医务人员，零距
离与病毒对峙，主动作为、冲锋在前，展示了西青巾帼
风采，是西青女性的榜样和骄傲。 希望大家务必做好
防护措施，确保自身安全。
为援助湖北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西青区已先
后派出 30 名医疗人员奔赴湖北开展救援工作。 这些
医务人员奋战一线， 离不开家人默默的付出与支持，
同时他们最深的牵挂也是家人。 副区长高艳代表区
委、区政府多次来到驰援湖北医护人员家中，详细了
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 为他们排忧解
难， 并根据实际需求送去生活必需品和防护用品，衷
心感谢他们对抗击疫情做出的无私奉献。
（下转第 14 版）

调整布局 优化环境 加强协作
本报讯（记者 贾义清 田建）日前，西
青区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动员部署会
暨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深入学习中
央、市有关会议精神，就做好扶贫协作和
对口支援工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圆满完成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 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重点任务， 如期实现高质量
小康社会进行动员部署。区委书记李清，
区委副书记、 区长白凤祥出席会议并讲
话。 区领导李桂强、柴林出席。
会议要求，各街镇、各有关部门要协
同配合、形成合力，加大农业农村领域和
扶贫领域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支持， 进一
步加强对农业农村和扶贫工作的干部队
伍建设；持续调整优化农业布局，进一步

加强农村“三资”管理；加快落实村庄布
局规划和“双轨并行”村民康居工程，聚
焦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理、生
活垃圾治理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农业
农村发展营商环境，动员各类社会资本
和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 要明确
2020 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
作目标任务， 加强与受援地的紧密对
接，用好产业扶贫政策，加大消费扶贫
力度，继续发挥好对口帮扶地区农产品
绿色通道作用， 加强与受援地劳务协
作， 巩固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成果，
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同时，为减少疫
情影响，要超前谋划，提前安排，继续统
筹推进复工复产、春耕备耕工作。

区领导调研重点工程项目复工工作

确保防控不松懈 项目进度不滞后
本报讯（记者 于秀璇 岳磊）日前，
区委书记李清，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
任杜全胜深入到王稳庄镇，实地调研重
点工程项目复工工作。
区领导详细了解了西青区独流减
河沿岸生态修复工程、 西青生态绿廊
规划设计布局、 稻蟹园建设项目等有
关情况。
区领导要求，各街镇要进一步压实
责任，在抓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强力推

进建设工程项目稳步有序开复工。 各有
关部门要提升服务效能， 增强服务意
识， 积极帮助协调解决遇到的问题，为
建设工程项目稳步开复工创造优良环
境。 各施工单位要把好时间节点，制定
复工推进清单，在确保安全施工的前提
下，开足马力抓建设抢工期、抓质量提
品质，全力保障疫情防控不松懈、项目
进度不滞后，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率推
进工程建设，如期完成建设目标。

近期，西青区印刷企业相继复工复产。 图为天津市金利达纸业有限公司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恢复生产。
李妍摄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导 因为有你 所有美好将如期而至
读 ——
—西青抗“疫”一线群英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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