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芙蓉先锋帮代办志愿者参与城市环境美化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 谭佳） 为全力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近日，
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桂庄社区
对 辖区 内 的 酒 店 、 商 铺 等 开 展 疫
情 防 控 检 查 ， 督 促 酒 店 做好 各 项
防控措施。

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重点检查
了酒店是否将防疫工作做到常态化，
凡出入门口必须配备防疫 “六个一”。

对入住来往的人员是否进行体温检
测、 查看健康码和行程码， 是否在大
厅显眼位置粘贴温馨提示， 日常消毒
工作是否到位等情况进行检查。 并对
负责人提出 “三严”： 要严格遵守疫
情防控的相关要求， 全面摸排人员入
住情况、 信息登记， 做好汇总工作；
严格管理酒店疫情防控物资， 及时补
充、 按时发放； 严格确保人、 证、 码

一致， 用 “零接触” 和 “精防范” 做
到双管齐下， 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至
社区。

针对辖区的商铺门店， 社区网格
员向商户讲解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注
意事项， 从业人员需做好自我防护，
严格落实测温、 亮码、 戴口罩、 通风
消毒、 尽量避免聚集等防疫措施， 如
遇健康码异常， 务必及时联系社区。

社群 32021.11.3 |�责任编辑 孙娜 |�美术编辑 王婷 |�投稿邮箱 jinyingbao110@163.com

本报讯 （通讯员 何雅婷） “太
感谢了， 现在周边环境好多了， 卫生
死角变少了 ， 我们的小区周边越发
‘亮堂’ 了。” 家住长城公寓的居民高
兴地说道。 近日， 长沙市芙蓉区韭菜
园街道军区社区组织社区芙蓉先锋帮
代办志愿者开展 “擦亮城市文明底
色 ” 活动 ， 带领党员志愿者清洁家
园， 美化环境。

一大早， 大家带上扫帚、 手套、
锯子、 铲子、 园艺剪等工具在军区社
区集合， 对社区辖区八一路、 迎宾路
沿线两侧人行道、 墙角、 树穴地边、
地砖缝内杂草进行 “全覆盖 、 无缝
隙” 清理。 大家分工合作， 老党员干
劲十足， 不亚于年轻人。 经过共同努
力， 道路变得更加整洁美观， 路过的
业主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军区社区书记徐香表示， 红色先
锋代办员真心实意为群众解困纾难，
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掌握社情民意
和 矛 盾 纠 纷 情 况 ， 将 不 稳定 因 素
化 解 在 萌 芽 状 态 ， 努 力做 到 “矛
盾不上交”， 实现 “党员多烧脑、 群
众少烦恼”。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军区社
区以 “把好事办实、 实事办好” 为突
破口， 积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
众的强大动力 ， 激发广大党员争当
“民生先锋 ” 的主动性 ， 率先设立
“芙蓉先锋帮代办” 志愿者队伍， 开
展 “事务代办 、 诉求代言 、 利益代
理”， 有效延伸了志愿服务触角， 解
决困扰基层的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
事， 让办事群众享受更贴心、 暖心的
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悄） 长沙
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藩后街社区
结合 “党建聚合力” 工程 ， 充分
发挥辖区单位党组织的先锋模范
作用， 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

近日， 藩后街社区党总支联
合长沙市公安局科信支队第二党
支部、 长沙市人防服务中心党支
部， 开展 “疫情防控， 党员先行”
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 志愿者
们分组划片， 对辖区范围内所有
酒店、 网吧、 门店等重点场所进
行全面排查， 指导商户积极落实
“两码一测温” 及防疫一米线、 戴
口罩的要求， 对不符合防疫要求
的场所进行劝导和督促整改。

在疫情防控的一线战场 ， 藩
后街社区党总支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 号召党员以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使命， 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保驾护航。

军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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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辖区酒店、 商铺开展疫情防控检查

主题党日活动合影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天任） 为防
控疫情， 长沙市雨花区侯家塘街道广
济桥社区以党建为引领， 以网格化为
抓手 ， 以群防群控为支撑 ， “小网
格” 发挥大作用， 形成全民动员、 全
员参与、 全面防控的防控工作局面。

筑牢网格， 党员带头做好表率

面对疫情， 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
争做群众的贴心人。 “我们共产党员
如果不去做， 还有谁去做呢？” 艾福
舜 、 崔凤英夫妇是广济桥社区的党
员， 老夫妻的年龄加起来有 157 岁、
党龄加起来 114 年， 每次防疫期间开
展核酸检测， 他们的身影都会出现在
核酸检测现场， 维持现场秩序。 每一
场战 “疫”， 总有党员们带头， 筑牢
了社区党群同心的防疫堡垒。

细化网格， 及时排查物业助力

每当大数据推送中高风险地区人

员需要信息排查时， 社区工作人员就
变成了 “急先锋”。 首先通过电话排
查， 联系不上就挨家挨户筛查， 及时
准确地将相关人员排查到位， 连夜安
排送往隔离点 。 三天的全民核酸检
测， 她们逐户唤来居民做检测， 面对
面录入数据， 维持秩序喊哑了嗓子；
每天和志愿者一起巡查麻将馆 、 超
市、 门店， 及时驱散人员集聚， 细心
排查 “跑破腿”。 得益于物业公司的积
极配合， 陪着社区工作人员共同上门，
为社区工作助力颇多。 通过多方发力，
加固社区干群同行的防疫堡垒。

延伸网格， 志愿协助增添力量

在现行网格化管理下， 网格员带
动志愿者， 成为网格中的主心骨。 李
振强是红旗区三片最早的一批志愿
者， 最近一直在卫生服务中心助力，
每天从早到晚维持秩序， 人也晒黑了
不少， 中午休息时间回家路上， 碰上

周再福还在进行消杀， 李爹笑着说：
“看到你在这里带头， 我就能安心在
卫生服务中心帮忙！”

今年新发展的党员周再福， 疫情
期间承担着红旗区三片无物业小区的
消杀清洁工作， 每次他都背着几十公
斤重的消杀桶， 对 5 个楼栋的路面、
楼道进行喷洒， 默默守护着 280 余户
居民的健康。 周再福的热心带动了一
批新的志愿者。

结合 “洁净雨花 ” 与 “垃圾分
类” 工作要求， 广济桥社区对废弃口
罩进行收集与分类， 并集中运输处理，
避免二次感染。 小小网格内外， 社区志
愿者、 党员、 工作人员架起党群连心
桥， 让管理和服务不留空白和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