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发生以来，市民政局认真落实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指令，指挥民政系统
全力以赴投入全员核酸检测筛查工作，
全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全力筑牢
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线，以为民爱民的
工作理念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党旗引领
全员上阵守防线兜底线

市民政局党组认真落实市委、市政
府工作部署，组织局指挥部研究实施民
政养员机构全封闭管理、困难群众兜底
保障、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等一揽子措施。
全面部署局系统人员配合全员核酸

检测采样工作，布置民政服务机构疫情
防控工作、困难群众走访救助、“一老一
小”特殊群体照料关爱、社区服务管理等
工作。要求各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干部积
极行动起来，发挥党员先锋（突击）队作
用，自觉入列入队，成立临时党支部，局系
统109名党员干部下沉居住地社区一线
参与大筛工作，分四批派出74名精锐干
部星夜驰援津南区，服务群众超2万人
次；抽调医务人员48人次组成核酸检测
采样队，支援东丽区全员社区筛查工作。

严上加严
硬核实施全封闭管理

坚持把民政服务对象生命安全放
在首位，迅速集结并全员封闭管理，筑
牢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在第一时间指导津南区养老机构

全部实行封闭管理基础上，1月9日对全市
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市级公办福利
机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实施全
封闭管理，停止一切外来探访，老人家食
堂暂停堂食，养员机构工作人员与养员同
吃同住。积极协调有关单位进入机构内
上门检测采样，并将养老机构全员核酸检
测采样工作纳入属地优先安排。
目前，全市384家养老机构的3.3万住

养老人和工作人员实施全封闭管理。市
民政局通过远程视频等方式，严格机构内
防控措施，备足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及
时了解养老机构内各类物资消耗情况，确
保各类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储备充足。
高度关注机构内养员和工作人员身

心健康，通过微信、视频等手段与养老机
构内部加强沟通联络，护理员帮助老人与
家属进行视频通话，经常在家属群里上传
照片，让家属了解老人在院里的生活情
况；启动“情暖夕阳 陪您过年”心理热线
服务，为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和工作人员
提供放松减压、心理疏导等方面的服务。

多措并举
有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启动急难救助机制，简化救助流程，
实行承诺审批，加大对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查访频次。发动基层救助干部、社区工作
人员、儿童主任将组织全员核酸检测采样
工作与走访探视低保、低收入、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孤寡老人、留守老年人、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等民政服务对象相结合，全
面摸排情况，及时解决生活困难。
落实封控区、管控区域重点低保和低

收入家庭、分散特困人员、困境儿童的重
点保障，做到“应救尽救、应保尽保、应帮
尽帮”。及时办理、转介群众求助信息，指
导各区通过临时救助政策，及时救助因疫
情封闭在家、失业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特别是对受疫情影响、基本生活出现暂时
困难，找不到工作又得不到家庭支持的持
居住证外来务工人员，采取发放救助金、
提供住宿、饮食、急病救治、协助返回等救
助方式给予临时救助。
加大流浪乞讨人员街面巡查，积极向

市防控指挥部协调救助管理机构隔离用
房，解决疫情发生以来求助量突增问题。
针对本轮疫情儿童患者较多的情况，及时
组织研究部署未成年人出院后心理疏导
和关心关爱工作，及时启动2022版儿童福
利机构疫情防控指南，指导各区加强对儿
童福利机构和困境儿童疫情防控和关心
关爱。
针对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防控要

求，迅速制定上述地区遗体处置工作规
程，对区域内遗体处置的判定、信息报
告、处置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市级殡
葬服务机构全员24小时驻守机构上岗待
命，成立市级殡葬服务机构人员、车辆应
急服务分队，有效保障群众基本丧葬服
务需求。
向全市社会组织发出倡议，抗疫有

我、勠力同心参与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引
导全市301家志愿服务组织及5.17万名志
愿者、12个区级社工总站和53个街镇社
工站投入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和疫情防
控工作。市物业管理协会、市保安协会先
后向会员荣程基金会大力支援津南下沉
干部物资，企业发出倡议，主动参与支持
社区组织居民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并为企

业筹措防护物资。市菜市场经营服务行
业协会向菜市场单位及商户发出“保供稳
价”倡议，引导会员企业扛起责任担当。市
黑龙江商会组织会员单位为津南区一线人
员送餐。市科技大学校友会为一线检测人
员捐赠2万个暖宝宝等防寒物资。市襄阳
商会深入蓟州区慰问湖北医疗支援队伍。
市汽车维修检测行业协会发布车辆应急维
修“八字歌”，推出公众号在线预约服务，解
决群众日常急难小事。

加大关爱
全面服务保障基层工作

市民政局指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配合做好全员核酸筛查采样工作，指导
居（村）委会发挥居（村）民“主心骨”作
用，迅速组织动员在职党员、居民代表、
楼门栋长、志愿者和小巷管家等群体，合
力铺开全员核酸检测采样的具体组织和
疫情防控工作。
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同志带队深入西

青区、河西区、南开区、和平区3个街、1个
镇上门问需、指导基层落实市委、市政府
和市防控指挥部指令，详细了解工作进
展、存在困难、居民情绪、物资调配、人员
配备和志愿者组织管理等情况，提出针对
性指导意见。
在“天津民政”官方公众号开设“致敬最

美社区工作者”宣传栏目，广泛挖掘宣传基
层一线社区工作者全身心投入抗疫、真诚服
务群众的感人事迹；发布《致全市社区工作
者的一封信》，真情慰问疫情防控一线城乡
社区工作者，全力做好基层服务保障，为基
层做后盾、鼓干劲儿。

疫情如大考，奥密

克戎变异毒株突袭津

城。面对考验，如何答

好民生保障这张答卷，

考验着民政干部的责任

与担当。越是关键时

刻，保障民生越重要，在

全市“一盘棋”的统筹部

署下，市民政局先后派

出74名党员干部支援

津南区疫情防控工作，

火速集结的精兵强将用

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

上了一份经得起考验的

答卷，牢牢守护好人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致敬最美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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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以来，全市陆续抽调大批党员干部支援津南区疫情防控
工作。下沉干部充实了一线的疫情防控力量，驻地生活保障物资需求
量也随之增大。我市社会组织响应市民政局号召，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主动请缨支援津南区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
作。市民政局经请示上级部门同意后，指导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为
一线采购必备物资。疫情期间物流缓慢，特别是外地供货商不能进
津，很多物资无法在短期内运至天津，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寻找各种
方法畅通物资渠道，确保第一时间运送至津南区一线。

经过昼夜无休的努力，1月20日下午，满载爱心物资的三辆运输
车陆续抵达津南区双桥中学、双桥河镇兆和园小区等九个社区和下
沉干部驻地。本批物资首先满足了一线抗疫干部的基本共性需求，
包括毛巾、牙膏、牙刷等日用品，方便面、火腿肠、饮用水等食物，提供
给3100余名社工及下沉干部。
“只要有需要，我们24小时待命。”“我可以去封控区送物资！”物

资搬运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繁杂耗时。不断有刚刚结束本职工作下
班就赶来帮忙的荣程志愿者加入“物资发放”小分队，他们在大寒天
气里一刻无休地完成卸车、清点、分配等工作，并在每箱物资上都张
贴为津南加油、打气的标语。

21日凌晨1点，当荣程物资车抵达封控社区入口时，正在值守的
物资接收点负责人隔着窗户向荣程志愿者伸出大拇指，为他们点赞。
从20日5时开始忙着各项物资配送的荣程志愿者许亚辉说：“一线值
守人员的平安健康是我们的期盼，我们只是干了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希望日夜奋战在一线的同志们都能吃得好、穿得暖，平安归来！”

目前，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本批物资已全部送达津南区9
个点位。同时，新一批防疫消毒用品也将陆续抵达。荣程普济公益
基金会理事长张君婷表示：“我们会尽全力为一线防疫人员提供物资
保障，让日夜奋斗的英雄们无后顾之忧！我们共同努力，早日打赢这
场硬仗。”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市社会组织尽己所能、发挥所长助力
疫情防控工作，参与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为养老机构提供心理服
务、慰问援津医疗队、为患者小朋友赠书、捐款捐物……他们为疫情
防控作出贡献，在津门战“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关口和前沿阵地，是保护居民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自1月8日以来，西青区全体社区
工作者凝聚起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强大合力，坚决守好社区防疫工
作安全底线。

为尽快摸清去过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的居民，西青区全体社区工
作者闻令而动、迅速返回工作岗位，连夜拨打电话开展“全覆盖”“拉网式”
排查，逐人登记信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短时间内完成排查工作。

为保障封控区、管控区居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大寺镇、王稳
庄镇13个社区132名社区工作者在关键时刻迎难而上，坚决筑牢安
全屏障。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24小时值班值守，严格进行车辆和人
员管理，确保社区保持相对静止状态。

自西青区启动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以来，全区社区工作者连续
奋战，全力保障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顺利开展。西青区社区工作者
接到通知后，连夜按照楼栋划分核酸检测采样时间和批次，并通过居民
微信群、社区广播、张贴通知单、入户敲门等形式，告知居民详细的核酸
检测采样时间、地点和注意事项。在核酸检测采样过程中，社区工作者
与志愿者搭建起核酸检测采样点帐篷，组织辖区居民错峰排队进行检
测采样，提醒居民保持队伍间距。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群
体，还设置绿色检测采样通道，由社区工作者带领优先采样。同时，提
前登记行动不便、居家隔离及健康码为红码、橙码的居民信息，引导医
务人员上门采样，确保应采尽采。

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持续做好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
疾人及居家隔离人员等特殊群体的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
需求，搭建社区防疫“连心桥”“暖心桥”。

疫情发生以来，市属殡仪单位立足主责主业，坚守岗位，做好疫情
防控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市第一殡仪馆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全体人
员健康状况及涉疫情况，统筹安排馆内点位工作情况，增强入馆防疫值
守力量。及时关闭北大门，对人流、车流加强管控，所有进馆人员全部
测温、扫码、核验健康码，保证不落一人，对重点业务区域加大消杀力
度，对祭扫区域、告别区域，设置人流上限，严防死守。成立应急接运突
击队，负责封控区、管控区内遗体的接运任务，党员干部主动申请支援
津南区疫情防控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市第二殡仪馆迅速召集全体中层领导干部统筹安排馆内工作，不
到一个小时，人员集结到位，进行部署分工。各科室分工明确保障日
常业务有序正常开展，馆内全部人员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守。为确
保新老馆双线作战、业务工作正常开展，馆内进一步加大防疫措施。

市第三殡仪馆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落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党员干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冲锋在前、分秒必争，为群众筑牢生
命安全防线。

市殡仪服务总站坚持党建引领，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各项
部署要求的基础上，全力满足群众日常治丧需求。为保证殡仪服务
“不打烊”，服务群众“不断档”，全站上下全力克服时间紧、任务重、人
手不足等困难，分工明确、通力合作，轮流值班值守。每一道防控环
节都一丝不苟落实，24小时坚守工作岗位不曾回家，全员夜以继日
连续工作100余个小时未曾休息，实在累了就在行军床上和衣而睡，
用职责与担当确保9个所属殡仪服务站点全部正常运转，守护群众
治丧第一道防线。

做好津南区疫情防控保障

社会组织勇担当

抗击疫情 我们在行动

服务群众“不断档”

市民政局践行为民爱民初心

筑牢疫情防线 守护群众安全

疫情防控期间，市属国办养老机构
把老人们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迅速集
结封闭管理，筑牢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
控铜墙铁壁。

市退休职工养老院全院职能部门
行动起来，在做好后勤保障的同时冲锋
在前，充实一线力量，筑起抗击疫情的
“防护墙”。这里有一批默默为老服务
的“多面手”，他们在从事职能支持、后
勤保障的同时，会细心观察老人的病
情、心绪变化。为有需要的老人剪发、
购物、心理疏导。膳食科工作人员每天
早起晚睡，连番作战，保障全院每天300
多人、900多人次的食品安全。一线科
室出现人员不足，所有职能科室工作人
员轮番上阵，服从院方统一工作安排。
大家无论被分到哪个科室，都以最快的
速度熟悉临时岗位所负责的老人情况，
共同守护老人安全。

市第五老年公寓实施封闭式管理，
工作人员在公寓内与老人们同吃同住，
以守护住养老人安全。公寓为在本月过
生日的干部职工、护理人员举办了集体生

日会，以别样的方式为“寿星”们送去温暖的
祝福。生日会上，几位“寿星”在惊喜和感动
之余，也许下了早日战胜疫情的共同心愿，
温馨的场面使在场职工深受鼓舞，更加坚定
了打赢本次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

为提升封闭管理期间老人的心理健康
服务，倡导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市第三老
年公寓通过心理疏导、文娱活动、视频连
线、宣传引导等多种方式，为老人提供轻松
愉悦的住养环境，保持乐观稳定的心理状
态。“伙食挺好、水果够多、专人购物，不用
担心我，你们也要注意做好防护……”公寓
里每天都能听到老人和亲属电话互报平安

的交谈。临近春节，家属进不来，老人渴望
陪伴。为此，护理员们帮助老人使用视频
通话功能，让老人与家属深入交流。公寓
分时段组织老人观看新闻报道并进行防
疫知识普及。工作人员每天询问重点老
人精神和身体状况，及时疏导老人焦虑情
绪，鼓励老人们参与读书看报、健身运动
等各项文体活动。新年筹备组职工邀请
老人书写春联福字，共同策划春节期间文
娱活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公寓每天会分区域组织老人参与晨练、读
报、健身、棋牌等活动。

市养老院在做好内部防控基础上，严

格落实各项护理流程，全力完成机构老人
四次大筛工作，充分依托内设医疗机构，加
强培训、全员上阵，保证了以最短时间完成
老人信息录入和标本采集。为抓好封闭期
间老人心理健康服务，院方充分利用微信、
视频等多种方式，架起老人与家属间的沟
通桥梁，消除双方担心忧虑情绪；同时加强
重点区域、重点点位消杀，严防交叉感染。
春节临近，院方积极开展“爱心义剪、喜迎
新春”活动，党员干部化身理发师，满足老
人个性化理发需求，切实让老人们感受到
了大家庭的温暖与关心。

市失智老人康复照料中心为保证封闭
管理期间老人心理情绪稳定，以视频通话
方式主动为老人与家属搭建沟通平台，缓
解思念之情。同时，注重每天为住养老人
开展丰富多彩、益智减压的娱乐活动，以歌
唱经典老歌、彩绘简笔画、趣味折纸、心理
减压等多种项目来为老人安抚情绪、提振
精神、舒缓焦虑，并从专业照护、营养膳食、
精彩文娱、视频连线等方面，全方位保障住
养老人的健康安全。为增添节日的喜庆气
氛，中心支部组织在岗党员干部开展志愿
服务主题党日活动，深入各护理区域，为老
人房间擦拭顶灯等；护理部门对每个区域
进行布置，挂灯笼、贴吊钱儿、粘福字；护理
二部在各区域内组织老人在活动室进行迎
新春赏花活动，浓浓的年味儿洋溢在整个
住养区域。

为老人打造温馨的冬日港湾
——市属国办养老机构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为老服务工作

民政人在津南蓝马甲·日记

有情有义
有担当

市民政局第四批队伍为社区铲雪。

市民政局第一批队伍服务社区，为群众送菜上门。 市民政局第二批队伍在超市理货，做好社区物资保障。

市民政局第三批队伍结束雪夜执勤任务，为津南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