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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北区
采取“点对点”战术
加强物流监管
本报讯（记者李爱民 沈丽娟）11
日上午，由松北区相关区领导带领区
卫健局、住建交通局一行，到辖区申通
快递二公司和久远物流两个物流分拨
点进行防疫情况检查。
按照哈尔滨市第 35 号公告要求，
检查组重点对从业人员日常健康监
测、人员防护、物流场所及商品消杀记
录等情况进行检查。两家物流企业基
本落实了 35 号公告要求，但个别细节
还有待改善。针对目前“双 11”物流压
力剧增，检查组要求物流企业不能因
货物量激增疏忽防疫细节，要严格落
实“人物同防”要求，每一件货物消杀、
消毒要到位，人员防护要到位、防疫信
息台账要完善。
检查组要求，相关部门梳理监管
检查清单，通过检查进一步细抠每一
个可能性风险点，并将责任落实到具
体人。区住建交通局要抽调专人，对
辖区内 6 个物流分拨点采取“点对点”
战术，每日进行专项检查，确保快递行
业做到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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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第一道防线 盯紧落细小区防疫

新区组建
社区防控网格志愿队
本报讯（记者薛婧 李爱民）哈
尔滨新区紧紧盯住社区疫情防控这
条生命线，充分发挥“两代表一委
员”
、青年志愿者、工商联成员、退役
军人、退休老干部等作用，于近日组
建“社区防控网格志愿队”，以切实
增强社区防控力量、守好第一道防
线。
据悉，哈尔滨新区党工委组织
部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在全区
“两
代表一委员”、工商联成员、团区委
青年志愿者、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
干部、退休老干部等群体中择优选
出 100 余名党员干部，组建了“社区
防控网格志愿队”。根据志愿者居
住情况，就近在所居住的小区担任

哈尔滨新区快速响应 协调联动

风雪 护家园

网格志愿监督员，发挥这些同志责 “两个清单”，采取随机督导的方式，
任意识强，敢于负责的优势，在家门
以随手拍、随手记等形式，及时发
口承担疫情防控监督任务。新区党
现、反映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
工委组织部向网格志愿监督员颁发
的问题和短板。
聘书，明确任务、职责，结合当前社
从 11 月 4 日，
“ 社区防控网格
区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制定工作指
志愿队”成立以来，共纠正部分小区
南，明确社区疫情防控重点任务清
入口扫单码、测温仪器损坏问题 43
单和负面清单。同时，建立专人管
个、小区居民不戴口罩问题 532 件、
理反馈意见邮箱，便于监督员及时
车库入口把控不严问题 34 个、临街
反馈问题，并对社区防控工作提出
商铺开放后门问题 22 个、公告张贴
意见建议。对所反映的问题，新区
不规范问题 129 个、指出小区物业
党工委组织部及时点对点向街道办
管理不规范问题 127 件，社区防控
事处反馈，并督促整改落实。在监
检查组针对重点问题检查整改落实
督工作中， 网格志愿监督员把关
情况，为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扫除了
住门、管住人、看住车作为督查重
隐患，有效阻断疫情在社区扩散蔓
点，利用平时和上下班时间，对照
延。

隔离点的 90 后医护人员
后医护人员。
。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沈丽娟

铲冰除雪、清除倒树折枝、抢修受损电路线……在哈尔滨新区江北一体发展
区，
各行各业迎战雨雪冰冻天气的大军们全力以赴坚守一线。

快速响应
早准备抢抓有利战机

刘禹婷

松北防控一线
传递温暖

隔离宾馆里的
看！青春面孔
本报记者 沈丽娟
在哈尔滨新区，一群平均年龄 25 岁的 90 后，
承担起了隔离宾馆里的主要防疫工作。他们是抗
疫一线的生力军，年纪轻轻却经验十足，甚至有的
人已经参加过 6 次隔离专班的工作，他们的坚守让
隔离宾馆里充满生机与活力。
10 月 30 日晚 9 时，接到上级指令后，由包保领
导太阳岛风景区服务中心负责人毛丽萍带队的隔
离专班人员提早进入隔离酒店，被隔离人员即将
入驻，点长毛丽萍带领一群年轻人投入到了紧张
的准备工作中。医务组、消杀组、警务组……这群
年轻人来自新区的各行业各单位，有 90 后，还有
00 后，他们虽然年轻，但大多有隔离点工作经验，
短时间内就由陌生到默契，分工协作，互相补台，
工作开展顺利。
“10 月 17 日我刚结束上个隔离点工作，10 月
30 日又带专班进入隔离宾馆。但这个专班是我在
隔离点工作中最年轻的一支队伍，看到他们这么
辛苦任劳任怨，我真是又心疼又感动。”毛丽萍告
诉记者。
森海医院 95 后护士郭艳婷已经是第 6 次参加
隔离专班的工作了，年仅 24 岁却有着丰富的专班
工作经验，今年 1 月份呼兰疫情暴发时，她就积极
报名参加，这次又克服了身体不适带病上阵。 第
一次参加专班的松浦卫生中心 00 后医生王宇彤，
进隔离点后为大家进行防护服穿脱培训，指导被
隔离人员服用中药，不放过任何一个防控细节。

隔离点护士为隔离人员采样。
1998 年出生的志愿者安兵，负责消杀工作，他
不善言语，每天认认真真地配比消毒液。来自松
北分局祥安大街派出所的李天成和苗志鹏也都是
90 后，他们 24 小时值班查看各角落的监控系统，
每天电话随访，及时纠察，随时处理突发情况。由
于专班成员大多与被隔离的大学生年纪相仿，学
生们把他们当成了知心哥哥姐姐，真正做到了隔
离不隔心。
11 月 1 日，进入松北区另一个隔离点的 95 后
志愿者钟瑞，已经是第四次进入隔离酒店了。这
次他担任隔离点的副点长、消杀组组长。从搬运
清点物资、人员培训到核酸样本转运、分发消毒剂
等，他事无巨细，认真负责。在电话采访钟瑞时，
他说话语速特别快，而且说不了几句就会被对讲
机那边要处理的事情打断。钟瑞说：
“这就是隔离
点工作的常态，事务繁杂琐碎，每天我都像机器一
样高速运转。
”
穿上防护服经常一工作就是 10 多个小时，每
次脱下防护服，钟瑞里面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头
发也像洗过一样。钟瑞告诉记者，他是一名退伍
军人，这点苦这点难对他来说不算事儿，只要抗疫
一线需要他，
他就随时准备上
“战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薛婧 李爱民
“张嘴，啊……”
“ 好嘞！”这简单几个字，刘禹婷
一上午重复了不知多少遍。寒风中一站就是几个小
时，手冻僵了，搓一搓，操作手法依然娴熟、稳健。从
9 时开始，截至中午 11 时 30 分，粗略计算，刘禹婷完
成近 800 人次核酸检测。
5 日，哈市松北区启动第三轮核酸检测。清晨，
哈尔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派出 300 名医护人员陆续
从呼兰区、巴彦县、宾县抵达松北，参与到该区第三
轮核酸检测工作中，来自巴彦县中医院医务科干事
刘禹婷便是其中一员。
据刘禹婷介绍，4 日晚 8 时 30 分许，她接到巴彦
县中医院院领导电话，按照上级要求，她和 15 名同
事被指派到松北区参与该区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工
作。回松北，用刘禹婷的话说：
“ 这次是来‘探亲’
的！”
“探亲”，缘于她在松北区抗疫工作的经历。之
前巴彦发生本土疫情时，她被指派为巴彦县在松北
区设立的隔离宾馆的驻点干部。工作中，刘禹婷敢
担当、能吃苦，应对隔离点管理工作从容有序。但再
能干的人在工作中也会遇到想不到的困难，那时，松
北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总是第一时间出现，
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 巴彦与松北有时空上的距
离，但与松北干部接触时，我们感受到了家人的温
暖，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刘禹婷说，这次领导征
求我们意见，
我的回答是：
“必须回松北！”
5 日凌晨 4 时，刘禹婷起床；4 时 40 分，刘禹婷和
同事乘坐的大巴车从巴彦出发；7 时许，大巴车驶入
松北区；
9 时许，
核酸检测正式开始。
5 日 10 时，
在松北区华盟社区其中一处核酸检测
点，
记者看到正在忙着采样的刘禹婷。当成年人上前
检测时，
她会歪着脑袋将核酸采样棉签放入采样者口
腔里；
当小朋友上前检测时，
她会蹲下，
一边柔声细语
安抚小朋友，一边进行采样。同样的话语，同样的操
作，一遍遍重复着。时值工作日，前来检测的居民偶
尔会出现断流，
这时，
刘禹婷就原地踱步取暖。
采访时，记者发现刘禹婷身后有一辆大客车，便
问道，
“为何不在车上采样？”
“相对于室外，车里肯定
温暖，但这对居民就不方便了，而且活动空间有限，
所以我就和社区商量还是在小区门口进行采样。”在
刘禹婷的心里，
方便群众才是首要的。

持续的暴风雪和冻雨造成大量树木倒伏和折枝，松北区城
管执法局园林部门迅速出击，夜以继日连续作战，不断加强隐
患排查和现场处置，
及时清除倒伏树木和折枝。
本报记者 沈丽娟 摄

7 日，雪花刚至，已全部维
修、养护完毕的 731 套清冰雪
设备（包含各种类型的清冰雪
作业车辆）
“以雪为令、令出车
动”，为快速清雪保畅通打下
坚实基础。
“供热企业要提高一网供
热温度。”这是暴雪来临前，新
区供热办向供热企业提出的
要求。据松北区物业供热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张育松介绍，
针对降温、暴雪预警，区供热
办已提前做好了极寒天气应
急响应方案，暴雪未到，新区
供热管网一网出水温度已提
高到 80℃，回水温度达到 40~
50℃，有力地保障了居民的暖
屋子。
提早准备的还有新区供
电部门。
“ 我们接到灾害天气
预警后，立即制定应急预案，
调配一切能够调配的资源。”
据国网哈尔滨新区供电公司
党支部书记罗继伟介绍，灾害
发生后，这些抢险队员迅速奔
赴一线，为快速恢复供电抢出
了时间。

协调联动
清冰雪除折枝保畅通
新区城管执法部门
调整清冰雪作业模式，用
铲车及人工辅助清理拉
运路边攒堆积雪，加快清
理人行步道、过街天桥、
公交站台、地铁周边，以
便市民安全出行。9 日
下午，城区飘雪又至，新
区城管执法部门合理调
度人员和机械，迅速消除
此次降雪对主干街路的
影响。截至 11 日 11 时，
松北区清冰雪大军已与
这场“叠加雪”鏖战四天
四夜，出动清雪人员 2.5

万人次、机械设备 4000
余台、拉运车 4000 余台，
拉运积雪 3.5 万余车次。
据介绍，在此次战役
中，区应急管理局发动由
7 个办事处组成的街道
应急小分队 140 余人，区
城管执法局机关及各大
队出动 200 余人，夜以继
日采取人员机械合作、机
停人不歇的方式，不断加
强隐患排查和现场处
置。与此同时，松北区消
防救援大队主动出击，参
与抢险战役。

持续奋战
昼夜无休抢修受损线路
8 日晚，新区供电公
司辖区因恶劣天气影
响 ，冰 冻 树 枝 砸 断 导 线
造成线路停电 13 条，停
电 居 民 小 区 28 个 。 为
此 ，新 区 供 电 公 司 共 出
动 140 余 名 抢 修 队 员 、
吊 车 等 特 种 设 备 20 余

台、20 台车辆进行抢修。
连日来由于连续雨
雪天气，造成电力线缆及
电力设备大量短路，故障
频发，面对种种困难，新
区电力工人昼夜不休与
时间赛跑，新区全部受损
线路恢复送电。

400 余名青年志愿者
奋战清雪一线
本报讯（记者沈丽娟）冻雨
区内居民的出行安全。90 后
暴雪使街道路面出现大量结冰
志愿者袁士卿已经是第三年参
和积雪，影响广大市民的交通
加清雪志愿服务，此次志愿服
出行。共青团哈尔滨市松北区
务和以往相比难度加大，除了
委员会第一时间积极动员全区
铲 冰 除 雪 ，还 要 清 理 倒 伏 树
各级共青团组织和广大青年志
木。
愿者开展铲冰除雪志愿服务，
团松北区委书记任惠宇介
团松北区委和各街（镇）团（工） 绍，从 8 日夜间开始，松北区内
委分别成立清冰雪突击队，为
各街镇、各单位团组织积极带
应对突发事件，团松北区委还
领青年志愿者们投身志愿服务
成立了一支应急志愿服务队。 一线，协助环卫工人和物业清
据统计，从 11 月 8 日至 11 月 10 雪，及时为居民铲出了一条条
日，团松北区委共号召 400 余 “安全路”；向在冰雪路面里艰
名志愿者参与清雪。
难行进的车辆伸出援手，帮助
10 日上午，中建二局四公
打滑车辆驶离冰面；将倒伏的
司黑龙江分公司的青年志愿者
树木挪到安全的区域，保证居
们，来到位于松浦大道上的老
民人身安全，为全区居民创造
旧小区糖厂社区，给社区的道
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贡献青年
路和人行步道板清雪，保障小
力量。

消防指战员 500 余人

紧急救援保平安
雨雪来袭，城市街道大量树
木 折 损 ，部 分 地 区 电 力 、通 信 中
断。松北消防救援队伍迅速进入
紧急状态，按照省消防总队统一
部署，各级指战员 500 余人昼夜奋
战剪除危枝、清理道路，最大限度
防范次生灾害，保障市民出行安
全。
本报记者 蒋国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