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党员，我先行！”他是一名成都高新区社区党员

志愿者；

“社区缺人么？有事您说话！”她是一位成都高新区

“两新”党组织书记；

……

面对严峻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成都

高新区1.5万余名党员、1000余个基层党组织坚守在疫情防

控阻击战第一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实际行动为人民

服务，团结带领广大群众筑牢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

红色堡垒铸牢坚不可摧的疫情防线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

防控新冠肺炎的战场上，成都高新区要求各基层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信心、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

作。园区 1000余个基层党组织迅速行动，组织力量站在

疫情防控最前列、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21个区级机关

部门（单位）党组织发出倡议，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

入基层，与街道（镇）混“编”，全面参与基层疫情防控和排

查工作。上千余名机关党员主动亮身份、当先锋、作表

率，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加入，通过分片走访，发放《致高新

区企业的一封信》，摸排指导企事业单位科学防疫、科学

复工。截至2月2日，摸排企事业单位1万余家。

桂溪街道党工委双源社区党委坚持“外控输入、内防

扩散”原则，发动社区 4 个党组织和 189 名党员快速组建

党员志愿者队、网格员两支队伍，全面开展地毯式排查、

上门随访、进出监测以及防控知识宣传等疫情防控工作，

确保“包院到人、责任到栋、各组不漏户、各户不漏人”。

“小张，最近是非常时期，戴上口罩既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他人负责，赶紧戴上哈！”在成都高新东区，玉成街

道党工委玉成社区党支部充分发挥“老中青”党员力量，

以“老龄党员”影响力，在农贸市场等人口聚集点位对居

民进行防疫劝导；以“中年党员”战斗力，统筹协调辖区党

员力量，确保摸排走访全覆盖；以“年轻党员”创新力，创

新推出“线上防疫平台”“儿童广播宣传”“儿童防疫绘本”

等防疫“新招”，科普防疫信息。

1月20日，迈克生物党支部书记杨慧在接到研制新型

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的任务后，同研发系统一起发出“集

结号”，由党员带头，集结研发团队和生产团队投入到紧

张的试剂盒生产研发工作中，通过日夜奋战，用了不到 1
周的时间就成功研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以快

速、高效的科技成果，为科技防疫第一线提供技术支持。

疫情防控期间，成都高新区各级党组织建立了联防

联控工作机制，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党员突击队 600余

个，动员带领群众对重点群体、重点区域、公共场所地毯

式、全覆盖排查。

高新先锋时刻冲锋在前作表率

“身为医务人员，在祖国最需要我们的时候，能够到

武汉增援，是我的荣幸。虽然有危

险，但作为党员理应冲锋在前。此

次增援武汉，我一定牢记医院同仁

的嘱咐，努力完成好任务”。疫情发

生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医院

呼吸内科护士长宋志芳，作为华西

医院第一批援助武汉医疗队成员毅

然逆行出发。

“有没有从武汉返回的家人”

“外出要戴好口罩哦”“有困难及时

联系我”……开展入户排查时，成都

高新区分局肖家河派出所辅警陈冠

宇与居民群众的对话总是那么亲

切，丝毫听不出他刚刚失去了亲

人。这个假期，陈冠宇原本打算回

老家陪奶奶过一个团圆春节。然

而，疫情突如其来，陈冠宇义无反顾地选择放弃休假，坚

守岗位。1月27日，正在执勤的陈冠宇收到湖南老家传来

了他奶奶去世的消息，悲痛顿时涌上心头，但他以最快的

速度整理好自己的情绪，继续投入到工作中。“作为一名

党员，在这一特殊时期，要把群众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会

把对奶奶的哀思放在心中，继续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陈冠宇说。

在防控疫情的第一线，还有无数的党员冲锋在前。

为充分发挥全区各级党（工）委（组）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成都高新区开展争当“高新先锋”行动，号召

全区党员在疫情防控中争当“高新先锋”，坚持做到

“三亮五带头”，即亮身份、亮承诺、亮形象，带头履职

担当、带头自我防范、带头宣传引导、带头走访摸排、

带头志愿服务。据统计，成都高新区累计已有 1.5 万

余名党员主动请战、投身一线战疫情，党旗高高飘扬在防

控疫情斗争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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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高新区：非公企业党组织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连日来，合肥高

新区高新创业园党委积极动员园区非公企业党组织及党员，

积极做好企业内部相关信息摸排、复工复业准备等工作，鼓励

党员在情况允许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非公企业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作为在检测能力和服务网络等方面有特殊优势的第三方

医检机构，合肥金域医学检验所党支部主动向安徽省卫健委、

安徽省疾控等部门请战，要求承接相关疾控部门的新型冠状

病毒初筛工作。为此，合肥金域成立抗击疫情指挥部，党员、

常务副总经理申梦来任总指挥，党支部书记王友坤负责后勤

保障。得知将承接新型冠状病毒初筛工作后，该企业党员骨

干纷纷递上要求奔赴一线的请战报告，一个个饱含责任担当

的鲜红手印体现了党员们的使命担当。实验诊断部经理袁

征，有孕在身但一直坚守岗位，24小时待命，是实验室同事的

“主心骨”；技术骨干余娟平在向组织请战后，连夜将孩子送回

安庆老家，在一线不分昼夜，连续奋战 30多个小时，因为低血

糖，差点晕倒在岗位上。但她却说：“越是危险时，党员越是要

冲在最前面。”

晶奇网络党支部紧急调动党员骨干20人，开发了“家医系

统”，用于采集疑似、接触紧密人群相关数据，分析研判，用互

联网信息化加强重点人群监控和防范，该系统已在长丰县、肥

东县率先上线。中科美络党支部成立重大应急服务保障组，

全力保障安徽、湖北等 20个省份的公车运行服务。渔之蓝党

支部成立党员突击队，协助阜阳科技工程学校、衡水职教中心

等学校制作课程视频，向全国职业院校免费提供网络在线教

学平台和技术支持，协助职业院校做到不开学先开课。卓智

网络党支部免费帮助全国 150多家高校构建疫情信息管理系

统，协助高校应对疫情防治，实现管理的在线化、数字化。

疫情发生以来，园区企业党组织积极捐款捐物，支援湖

北、助力安徽，积极为抗击疫情贡献爱心和力量。华米科技筹

款1000万元购买医疗物资，支援湖北、合肥等地医疗机构。同

时，华米科技党支部还协调各方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累计采购

21万个口罩、4.3万瓶消毒液、1.3万套防护服、3.1万副护目镜、

68万副医用手套。智恒信支部党员向安徽中医院第一附属医

院捐赠医用酒精、消毒用品等紧缺物资及 2万元捐款；至博光

电、高新物业支部党员自愿缴纳特殊党费 3000 余元；新派建

筑、龙图腾等 10多家非公企业党组织向疫区捐资捐物。惠黎

医药、秋生医疗等公司向园区提供消毒湿巾、医用酒精，用于

园区消毒防护，切实保障园区企业员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本报讯 “我是共产党员，我请战！愿为战胜疫

情全力以赴！”“我自愿放弃春节假期，随时听候组织

安排！”……面对疫情，西安高新区广大党员干部主动

请缨，放弃节假日，坚守抗击疫情一线岗位，践行初心

使命，努力筑起病毒和群众之间的安全墙，让鲜红的

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我承诺，我请战！集贤园铁军将全力以赴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这是西安高新区集贤园管理办 27
名党员联名撰写的《请战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他

们坚守岗位不退缩，用实际行动将党旗插在疫情防控

前线。

这是一次绝不允许失败的战役。为此，集贤园

党委紧盯“三个一切”“五个所有”工作要求，通过成

立 1 个疫情防控办，6 个防控指挥部，8 个疫情防控

小组，建立五级防控体系，制定十条具体措施，出台

针对企业防控的 3项指导文件，全面做好战术布置。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看到我们戴着党徽，冲在

疫情防控一线，群众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心里也

没那么恐慌了。”灵沼街道石榴村党支部书记刘智

勇说。连日来，走在石榴村，都能看到佩戴党徽的

党员开展摸排登记、宣传引导的身影。而这只是西

安高新区基层党员一线阻击疫情的生动缩影。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西安高新区广大

党员干群团结一心，冲在一线，带头包宣传、包排

查、包防疫、包疾控，以实际行动保障群众生命健

康。一名名共产党员挺身而出，让一个个战斗堡垒

巍然矗立，也让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

高高飘扬。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号角已经吹响。

在这一场斗争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在冲锋陷阵

的第一线，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党员志愿者率先士

卒，奉献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光与热，为打赢这场战役

添砖加瓦。

“党旗飘起来，党员冲上去！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

“我没干什么，其他志愿者比我做得多。”

“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党员，在这个特殊时期，党员

就要以身作则，冲锋在前。”

“我们就是普通的共产党员，我们的使命就是为

人民服务，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没什么值得赞

扬的。”

“我是党员，我冲向前!现在我退休了，国家有需

要，老百姓有需要，我肯定要冲到前面！”

……

连日来，淄博高新区党员志愿者的“硬核表达”、

真情话语、内心独白，让生活在这里的群众感佩于心，

更加坚定了战胜疫情的信心。在这些党员志愿者里，

有普通的母亲，也有久经沙场的“老兵”，还有抗疫“夫

妻档”，更有一家三口齐上阵的“全家阵容”。他们在

疫情防控中当先锋、作表率，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

着一名党员的初心使命，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强心

针”。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淄博保税物流园区机关党员干部、11个村居的党

员干部全部冲在防控一线，排查、防控、宣传，辖区所

有村居检查劝导站全部党旗飘扬，一线防控工作的党

员全部佩戴党徽。淄博高新区四宝山街道各基层党

组织在疫情面前，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淄博高新

区四宝山街道党工委书记邢兆强带头把党的领导体

现在疫情防控工作全过程，领导辖区党员积极投身防

控疫情第一线，让党旗在防控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实时掌握淄博高新区四宝山疫情防控情况，严格落实

各村居、社区党组织书记带班值守制度，及时采取措

施，督促落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党旗飘起

来，党员冲上去！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淄

博高新区四宝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显

强表示，每名党员都应牢记入党初心，都要在这场疫

情防控战中践行入党誓言。“共产党员必须冲在最前

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安定保驾护航，我

们必定能够携手渡过难关。”

兰州高新区：

在疫情防控一线践行初心使命

本报讯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

连日来，兰州高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行动坚守

疫情防控第一线，坚决落实防控措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力维护辖区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疫情蔓延的严峻形

势，兰州高新区各级党组织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的要求，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把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

任担当的试金石，奋战疫情防控第一线。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

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组织群众积极投入到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形成了群防群治的良好工作局面。

与此同时，兰州高新区及时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修改完善并印发了《兰州高新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修订版）》，进一步细

化工作措施，靠实工作责任，并组织党员带领广大群众认真落

实各项防治措施，积极当好群众的“ 贴心人”和“ 主心骨”，

严防死守，不留死角，不出漏洞。

海口高新区：

190名党员积极参与一线抗疫行动

本报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

来，海口高新区两新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海南省委、海口

市委和海口高新区党工委部署要求，靠前指挥、主动担当，广大

共产党员积极行动、迅速响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深入防控疫情第一线，勇

担社会责任，积极主动出击，参加社会服务，保障市场供应，

慷慨解囊捐资捐物，让党旗在防控疫情第一线高高飘扬。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共产党员，面对疫情，我自愿

申请参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抗击工作”“我自愿

返岗上班，服从组织安排，开展防控工作”……自疫情发生以

来，海口高新区两新党组织成立了 28 支先锋队、9 支突击队、3
支志愿队，共计190名党员40支队伍，积极参与到一线抗疫行动

中来。

厦门火炬高新区：非公企业党组织

贡献阻击疫情“先锋力量”

本报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厦门火

炬高新区非公企业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响应倡议，在捐款捐物的

同时，把责任扛起来，让一面面鲜红的党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

扬，为高新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先锋力量”。

取件、装包、打码……在三优光电耳温枪生产车间，100多

个员工正全力以赴在流水线上忙碌。这样高效率的生产队伍

得益于三友光电成立以工艺骨干、车间主管为主的党员突击

队。在党员突击队的带领下，这支生产队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自己的责任与担当。

由厦门网宿科技公司党员组成的技术服务队在春节假期

无偿为厦门医疗、教育系统提供上门技术支持服务。“能够为政

府提供帮助，为市民解决难题，是我们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网宿科技党委副书记、第一支部书记陈智敏说。

襄阳高新区：

战“疫”一线，党旗格外红

本报讯 越是艰难越向前!“我是党员，我报到！”“我是党

员，让我上!”……近日，在襄阳高新区七里河街道党员“双报到”

微信群里，这样的“请战”信息响个不停，纷纷志愿加入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而这只是襄阳高新区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的一个缩影。面对疫情，从区级领导，到

各级班子，再到普通党员，襄阳高新区干群众志成城奋战在一

线。

疫情就是命令。关键时刻，必须坚决守好疫情防控“主阵

地”，坚决当好疫情防控“主力军”。早在 1月 23日，襄阳高新区

党工委就召开紧急会议，对园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组建了5个工作组、5个督查组，建立了

工作会商制、督办检查制、信息管理制等各项制度，实行一个指

挥部、一个声音、一张网、一笔资金的“四个一”工作机制。

据悉，襄阳高新区以网格为最小作战单元，迅速建立党工委

领导包保镇(街道)，镇（街道）干部包保村（社区），村（社区）干部

包保村组、楼栋，网格员包片包户包人的方式，实现全区 334个

网格包保全覆盖。与此同时，襄阳高新区党工委组织部下发通

知，号召各级党组织、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

用积极参战，并从留存党费中首批拨付 30万元，为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购买消毒和防疫防护用品。

成都高新区1000个基层党组织
坚守疫情防控阻击战第一线

▶ 陈淋

淄博高新区：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 徐丹青 齐菲 魏金辉

西安高新区：我是共产党员，我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