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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胡翀 通讯员孙珏报道
2月9日早上8点，杭州市下城区
武林街道机关工会主席梁勇马不
停蹄开始在微信工作群安排当日
巡查力量。宾馆酒店排摸、外来
人口排查、沿街店铺排查……从
大年三十开始，连续16天工作到
凌晨回家，他总是乐呵呵地说：

“我的家就在杭州，离单位也算
近，我上，应该的。”

“平头勇哥”是梁勇的微信
名，因为为人热心、做事果敢，大
家都亲切地喊他勇哥。今年春
节，疫情来势汹汹，他毅然放弃休
假，坚守岗位，保持24小时全天
候待命。

“办法总比问题多。”这是勇
哥的口头禅，也是他的座右铭。

“这个时候，还有人在打麻
将。”面对辖区居民的求助，勇哥
安抚住情绪激动的群众后，戴上
口罩出门了解情况。一次不听就
跑第二次，前前后后跑了三次，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后，这家棋牌房
关停了。

“居民找我们是相信街道能
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一定要
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勇哥说。

在城区范围，社区就是疫情
防控的第一道防线，今年春节以
来，街道大部分职工都下社区支
援，奋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随

着返程的住户和租户日益增加，
新一轮防输入的工作压力明显加
大。勇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一边勉励职工做好自我保护，一
边想尽办法匀出50只口罩，送到
了社区防控的一线职工手上。

武林街道环西社区的工会主
席张倩是位瘦小的姑娘，她所在
的辖区主要以老小区为主，物业
力量相对薄弱。像勇哥一样，张
倩也是从大年三十至今都坚守在
岗位上。

居家隔离让辖区内不少居
民特别是老年人犯了愁，这几天，
社区的电话就如同“热线”，一刻
都停不下来。

“您好，家里吃的都没了，我们
又无法出门。能不能麻烦你帮我
们买点食材？”面对这样的求助，张
倩认真回应，并一一记录。在换岗
后，挤出时间去菜场买齐居民们所
需的食材，大包小包地爬楼梯拎到
居民家门口，待离开后再一一打电
话通知居民开门自取。

2月8日的元宵佳节，社区工
会无一人休息，他们带着从超市
购买来的汤圆，一户户地上门给
居家隔离的居民送汤圆。

“我们叫家人不要出门，自己
却每天出门。”勇哥笑着说。武林
街道的这群“娘家人”坚信，大家
一起努力，春天就在不远处。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赵清报
道 当前，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关键时期，这是一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事关职工群众的生命健
康安全。连日来，宁波市总工会
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在防疫战线
上展现工会担当。

一倡百应

2月6日，宁波市总工会首批
志愿服务队的36名志愿者在宁波
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韩
彭军的带领下，紧急增援到海曙
区石碶街道12个村、社区的27个
卡口，上岗上点开展人员及车辆
进出信息登记、体温测量等疫情
防控工作。

在实际防控工作中，石碶街

道不少村、社区存在人员密集、外
来务工者众多、人员进出管理难
度大、管控人力紧张等现象，上岗
后，志愿者们在新区社区和汪家
村发现基层防控人员紧缺口罩、
雨披等物资，立即把随带的一次
性口罩、手套和雨披送给了防控
人员。

针对个别居民和务工人员个
人防护意识差的现象，志愿者对
不戴口罩或不规范配戴口罩的行
为及时进行提醒，劝导无证人员
按规定办理证明，同时，督促防控
人员严格履行防控职责。

志愿者的到来，不仅及时缓
解了卡口的防控压力，也让防控
工作更加正规有序，受到了街道、
村（社区）和民众的一致好评。据

悉，宁波市总第二批45名志愿者
已于2月8日起增援到各个防控
卡口。同时，共产党员发挥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宁波市总机关78
名党员全部自觉参与所在社区的
志愿服务行动。

为59家企业购得7万只口罩

在防控工作中，工会组织联
系广泛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宁
波市海员建设工会主席张益民在
参加乡镇社区一线防疫工作后，
主动联系物资，为石碶街道各卡
点新搭建了30个临时大棚，同时
为原先的20个大棚搭建围布，为
基层防疫工作者改善工作环境，
街道干部纷纷点赞。

事实上，暂时未参与到一线

防控志愿行动中的工会干部也
同样在尽己所能，参与战疫。宁
波市工业和信息产业工会干部、
市总机关党委委员李忠明，在企
业准备开工之际主动靠前协调，
从国外为 59家企业购得 7万只
口罩，并对接协调万华化学（宁
波）氯碱有限公司，为25家企业
分 4批次配送了 3650升高浓度
消毒液，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赞
誉。

守望相助

“各企事业单位，现有我市一
家测温仪企业因人手不足，加班
加点生产也无法满足需求，市总
机关干部目前志愿服务乡镇街道
较多，现面向各单位征集志愿者，

明天开工，5~7人即可，工作内容
是一般性的组装和较简单的连线
焊接，烦请各单位发动一下。”2月
5日晚，在宁波市总直属单位微信
群里，一则为测温仪企业征集紧
急生产线工人的通知一经发布，
来自宁波市总下属五一广场、职
工服务中心、工人疗养院、网信中
心、发展中心、工人文化宫等企事
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争相报名，一
个小时便集齐了所需人数。2月6
日一早，他们在宁波市总党组成
员、巡视员孟庆功的带队下前往
企业。

据悉，待该企业的测温仪配
件到货后，宁波市总直属单位将
随时根据实际需求增派志愿者参
与一线生产。

本报讯 通讯员李津艳 记者
邹伟锋报道 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连日来，温州市洞
头区总工会严格贯彻落实中央、
省、市的指示精神，按照区委区政
府关于防控工作的总体部署，最
大化发挥工会组织优势，以高度
的责任意识落实好各项防控措
施，站好岗位、守好卡口，助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自疫情发生以来，洞头区总
工会积极组织动员一切可以动员
的力量，向全区职工发出倡议书，
发动劳模、企业等捐款捐物参与
疫情防控，关心关爱奋战在防控
一线的职工群众，利用新媒体开

展政策宣传、普及防疫知识。截
至目前，区总工会筹措防疫一线
人员慰问资金11.2万元，发动劳
模、企业等捐款30余万元。

2月1日起，洞头区总工会领
导带队，机关全体人员轮番值守
新城社区卡口，投入一线战疫。
在小区卡口，他们严格按照“五个
一”要求，对进出小区人员做好体
温检测、信息登记、告知书发放等
工作，最大限度减少驻守卡口的
人员流动。面对卡口人流量较
大、群众意见较多等复杂情况，及
时与街道等部门进行协调，加强
管控工作指导，为全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工会力量。

通讯员凌海蓉、杭航报道 连
日来，在湖州市吴兴区总工会，冲
锋在一线的工会干部们用一句句

“硬核表达”，坚定了大家对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

“不能回家，我住单位就行！”

“不能回家，我住单位就行！”
这是吴兴区总工会干部杨伟良得
知自己家所在的南浔区实行交通
严格管制后说的第一句话。

面对这一情况，杨伟良没有
向单位提出自己的困难，二话不
说，拿好换洗衣物放在车上，离开
家奔赴306省道长兴往妙西方向
卡口值守。

杨伟良始终与同事一起战斗
在疫情防控的前线，不分白天黑
夜，在省道卡口协助排查、登记来
往车辆信息，劝返外地来湖人
员。他说：“宁愿睡在单位，也要
坚守在第一线，为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尽自己最大的一份
力！”

“这个时刻，我必须带头上！”

“这个时刻，我必须带头上！”
这是吴兴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王祎的坚定回答。
王祎从年初开始，一直战斗

在社区、乡镇和省道。办公室的
同事考虑到她是位女同志，省道
值守比较辛苦，一站就是 12小
时，在排班时没有将她排进去，但
是她毅然投身省道卡口的值守
中，并要求值晚班。她以身作则，
始终带头冲锋在防疫一线，在防
疫前线度过了春节。

“我还年轻，我能坚持到底！”

“我还年轻，我能坚持到底！”
这是吴兴区总工会年轻党员屠再
兴说的。近期，屠再兴连续高强
度加班加点，他的妻子也在外做
防疫志愿服务。而屠再兴的父亲
得了胃癌，只有他的母亲在医院
陪护。当提到父亲时，屠再兴的
眼眶湿润了，但他还是毅然决定
继续值守在一线岗位上，助力疫
情防控。

不仅仅是他们，在战疫前
线的工会干部们，还有志愿参
加社区防疫的王全勇；崴了脚
依然坚持在社区值守的王晓
红；为防疫前线提供后勤保障
的沈大川……

记者阮向民 通讯员邱一梅
报道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全
民战疫，我们身边有太多的身影
站了出来、迎上前去。顾晓红就
是其中之一，一位有担当的民营
企业主、有爱心的工会志愿者。

跑腿、洗菜，酒店老总的“新岗位”

2月7日上午9点，顾晓红的
车停到了嘉兴秀洲区一家度假酒
店门前。打开后备厢，里面塞得
满满当当，带鱼、鸡腿、土豆、包心

菜、大白菜……
一大早，顾晓红马不停蹄地

跑了两个农贸市场，搭配好荤素
食材后，想到第二天就是正月十
五了，顾晓红又上超市捎上一大
包汤圆。

把菜搬进后厨，顾晓红仔仔
细细洗了遍手，接下来，她的“岗
位”是洗菜。

从大年初一开始，半个月过
去了，顾晓红一直担任着酒店的
采购员、洗菜工；而其实，她真实

的身份是这家酒店的总经理。酒
店里住着的也不是普通的客人，
而是96名医学观察者。

“他们是特殊的群体，需要格
外用心的照料，我也知道现在这
情况跑菜场有风险，但为了让他
们能吃上新鲜的蔬菜，我还是坚
持每天采购一次。”细致体贴的天
性，使顾晓红把这个临时的大家
庭照料得井井有条。她了解到医
学观察者中有两人患有糖尿病，
特别关照厨房一日三餐准备两份

“病号饭”。每天的菜品，也是变
着法子换。顾晓红给自己定的标
准是洁净、营养。

一张“请战书”和12个“红手印”

“疫情当前，你们是否愿意成
为秀洲区的第一个集中医学观察
点？”大年初一，顾晓红收到来自
秀洲区高照街道的一则征询信
息。没有一丝犹豫，她立即给予

了肯定的回复。
顾晓红说，“疫情防控中，那

么多普普通通的人都冲了上去，
我也不能后退，有一分热，就要发
一分光。”

任务接下来了，但顾晓红心
里还是觉得不踏实，接纳96名医
学观察者，光有态度不行，靠她一
个人也不行，需要更多员工的加
入。

“作为酒店负责人，我只有
站在最前面，也必须站在最前
面！”酒店动员会上，顾晓红亮出
了她的态度，心情忐忑地等待着
大家的回应。令她欣慰的是，她
的不安只延续了三四分钟。前
台经理的一声“我留下”打破了
寂静，紧接着的是设备经理、客
房经理……说起报酬，前台小姑
娘的一句话让顾晓红瞬时红了眼
眶：“我们不讲钱，要是讲钱就不
会留下来了。”

“我们向政府请战，愿为战胜
疫情，做出我们的贡献！”12名员
工当场在“请战书”上摁下了“红
手印”。

前台、客房、餐饮、设备……
12名员工各就各位。客房里铺上
了崭新的床单、被子，厨房里开始
准备入住者的第一顿饭。大年初
一当天，医学观察者陆续入住酒
店。

非常时期，向党深情表白

每天闲下来时，顾晓红就拿
出手机，与家里两个孩子视频一
番。半个月来，顾晓红和她的团
队成员吃住在酒店，为96个医学
观察者悉心准备一日三餐，而家
里只能留给家人自己应付了。

顾晓红说，最让她骄傲的是这
个无怨无悔、能量满满的团队。她
把大家忙碌的身影用相机记录了
下来。她说，“这些动人的瞬间，就
是我们战胜疫情的巨大能量。”

说起能量，这两年，顾晓红参
加了嘉兴市总工会“美好生活能
量站”培训，作为一名摄影爱好
者，加入了“致初心”嘉兴职工摄
影队，成为了一名工会志愿者，参
与了多次公益摄影活动。她说，

“我要把工会中接受的能量，传递
给更多人。”

1月31日，她向秀洲区高照
街道运河社区党总支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她在入党申请书里写
道，“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递交
入党申请书，是因为我希望能够
加入这个无私奉献的队伍中，为
我们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在顾晓红的带动下，团队另外
4位“战友”也纷纷写下了自己的入
党申请书。他们将战疫作为对自己
的一次考验，用行动向党深情表白。

勇当防疫一线“逆行者”
宁波市总工会吹响志愿服务集结号

嘉兴一位工会志愿者用行动向党表白：

“我希望加入这个无私奉献的队伍”

共同战疫
吴兴工会干部
这样“硬核表达”

疫情当前，杭州下城区武林街道“娘家人”——

24小时待命
百分百投入

温州洞头区总工会：

站好岗位 守好卡口

本报讯 通讯员朱霄霄 记者
杜成敏报道 “企业计划几日复
工？”“企业里有市外回来的员工
吗？”“疫情防控工作预案制定了
没有？”近日，在临海市江南街道，
工会工作人员奔走在辖区各个企
业。

据悉，江南街道辖区内有企业
442家，其中规上企业59家，是该
市的工业经济重地。最近，企业将
陆续复工生产，人流量将激增，对
疫情防控将造成较大压力。

位于临海市大洋街道的伟星
拉链公司是全国最大的拉链生产
企业，从2月2日开始，伟星拉链
200多名员工作为第一梯队正式
复工，全力保障防护服拉链订单
的生产。在几个与防护服拉链生
产相关的车间里，机器的运转声
一刻不停，所有人员都戴着口罩，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复工前，我们指导企业做好
了疫情防控工作预案，建立了一
人一表、健康日报告等用工台
账。进入厂区时每个人都要进行

体温测量，口罩在前一天有专人
发放，是否规范佩戴也有人巡逻
检查。小到开关、把手，大到车
间、走廊都有专人喷洒消毒药
水。企业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
我们会及时帮忙做好联系和协
调。”临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应良国是蹲点大洋街道
的疫情防控第二督导组组长，他
介绍说，这两天在流水线上工作
的员工共有200余人，全部都是
工会经过摸底调查，筛选出的近
半个月没有出过临海，且身体健
康的员工。

除了进门要量体温、全程要
戴口罩外，去食堂吃饭也添了新
规矩。伟星拉链食堂堂长汤志忠
说：“我们实行分批就餐。每次来
食堂吃饭的不超过30人，排队要
求每个人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
吃饭时要求一张桌子最多坐两个
人，并且是单面坐。”

针对即将到来的返工潮，临
海市总工会积极发挥党建联盟作
用，组建市、镇、企工会干部服务

企业专班，创新构建了“12351”工
作体系，动员各行业工会、联合工
会、企业工会做好企业疫情防控
及复工准备各项工作。为此，还
建立了多个微信工作群：领导小
组群负责防疫工作的策划监督，
企业执行小组群汇报员工每天的
身体情况和防疫执行情况。

“12351”工作法是指 1个专
班、2次检查、3张清单、5个“确
保”、1个“不得”。1个专班即组建
一个专门的服务团队，市、镇、企
工会干部组团督查指导企业的疫
情防控工作；2次检查即工会干部
每天两次保持与各家企业的电话
联系、信息互通，并定时开展实地
查看；3张清单即建立企业湖北
籍、温州籍等四类人员情况、人员
计划返回情况、企业开工情况三
张清单；5个“确保”即确保复工企
业走访全覆盖，确保排查出来的
四类人员不得返回，确保临海市
外来返临人员落实居家或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14天措施，确保复工
企业对复工人员一人一表登记造

册并核实签字确认，确保各复工
企业制作和完善开工预案；1个

“不得”即凡是在隔离治疗期间或
医学观察期间的新冠肺炎患者、
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以及因政
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

措施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
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应当
视同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职工正
常工作时间工资，在协商一致情
况下也可以优先考虑安排职工调
休。

返工潮来临，临海市总工会构建“12351”工作体系

为企业防疫“列清单”“划重点”

临海市总工会工作人员到企业排摸登记。

“我们不是医生，没有投身
到全国战疫的最前线……但我
们是人民的‘绿衣使者’，是‘半
边天’，是立足工作岗位，坚守
一线的‘战友’。”这是金华邮政
分公司雅畈营业所团队共同的
心声。

雅畈营业所10名员工，清
一色“娘子军”，平均年龄28岁，
在入党申请人、支局长陈玉英
的带领下，发扬积极向上、顽强
拼搏的精神，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业务发展。

在防控疫情上，雅畈营业
所抓实抓细，坚持员工每天体
温测量两次，对大厅、ATM机、
门把手等设施每天消毒两次，
对来网点办业务的客户逐一测
量体温，对有需要的客户发放
手套等防护用品。

同时，团队做好疫情防控
宣传，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等
形式，扎实细致地开展宣传教
育、舆论引导、人文关怀，告诫
客户“尽量少出门，少去人多的
地方，出门时须佩戴口罩；勤洗

手，加强锻炼，规律休息，提高
自身免疫力”，同时提醒“邮储
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提供24小
时在线金融服务，保障您随时
随地办理业务……”。她们的
细致、贴心得到了客户的一致
肯定。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中，雅畈营业所的“娘子军团”，
立足本职岗位，提前完成公司
金融跨赛目标，为坚决打赢疫
情阻击战贡献邮政巾帼力
量。 陶俊铭

岗位抗疫，邮政巾帼绽芳华

日前，国家电网浙江电力（萧
山）红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来
涵彬和孙晓栋，来到杭州永昌锦
纶有限公司，经过岗亭检查和测
量体温后，径直走向企业配电房
检查用电情况，与企业人员无近
距离接触。这是国网杭州市萧山
区供电公司试水“无接触”服务，
保障企业复工复产的一个场景。

近来，萧山区供电公司全面

落实国网以及省公司助推企业复
工复产的举措，主动对接相关部
门，梳理区域内首批复工企业清
单，建立客户“白名单”，加强与企
业的联动。对疫情防控物资生产
类新办企业、扩大产能企业的用
电需求，公司开辟办电绿色通道，
提供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的

“三零”服务，当天确定项目方案，
原则上 48 小时内实现送电。

为在疫情期间最大程度减少
人员接触，尽可能降低传染风险，
辖区企业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或电话、微信等方式申请办
电，收到申请后，萧山区供电公司
依托“网格化”服务模式，按照“党
员带头、网格负责、熟练先上”的
原则，一对一分配专属人员提供

“线上办电，线下服务”，无需与企
业人员近距离接触。

针对因疫情防控引发的企业
基本电费计收方式变更、暂停、减
容及恢复等用电业务，萧山区供
电公司实行“当日受理、次日办
结”“先办理、后补材料”等措施，
实现快速办电；对处于正常供电
情况下的企业，主动出击，量身定
制服务内容，全力保障企业的复
工复产，做到“开工一家、掌握一
家、确保一家”。 应昊翰 李俊

线上办电 线下服务

萧山供电试水“无接触”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