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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努力就能渡过难关”

同心战疫 青城有我

奔忙在民生“疫”线上的保供人
——同心战“疫”我们一起守护家园系列报道之十

●本报记者 云艳芳 文/图

保的是民生 守的是诚信

短评：

让方舱医院涌动暖流

我市严管农贸市场保障市民“菜篮子”安全

我市部分快递公司逐步恢复正常运营
配送渠道畅通，积压件已经基本清完

“米面粮油有保障，蔬菜水果价格
稳。”疫情之下，保供就是最大的民
生，稳住供应也就稳住了居家市民的
心。疫情当前，青城保供人马不停蹄、
尽心尽力，全力做好对群众的服务。

诚实守信，给顾客提供更好服务
凌晨 5 点，韩宝龙已经踏上了前

往批发市场的路途，这是他每天的必
经之路。小韩在东苑社区开了一家
小型超市，疫情期间，小区封控管理，
他开的超市便承担起了供应整个小
区 600 多户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重
任。“疫情期间，蔬菜水果价格波动较
大，我每天早早来批发市场就是想货
比三家，尽可能找到比较便宜的货
源，让邻居们少花点钱。”小韩告诉记
者，他的店面不大，为了不让买东西
的邻居聚集，他专门组建了一个购物
微信群，让邻居们在群里下单，他和
母亲一刻不停地给配货，配好之后再
通知邻居到店门口取货。为了便于
邻居们选择商品，小韩事先把当日的
商品价格在购物群中公布，每一单都
把明细打印出来，让购买人一目了
然。“疫情期间，大伙儿不容易，虽然
不能当面选货、核验，但我不能缺斤
短两、以次充好，更得诚实守信，给我
的‘上帝’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小韩
风趣地说。

自己配送无疑增加了工作量，最
多 的 一 天 ，小 韩 和 母 亲 配 了 300 多
单，母子俩从早晨开始一直忙到晚上
10点多。

在小区里经营超市多年，小韩对
居民们的情况了然于心。有几户是
年近八旬的老年人，不会使用微信，
还有的老人腿脚不灵便，平日里就经
常给他们送货上门，疫情期间，小韩
更是嘘寒问暖，及时送去他们需要的
东西。“能得到邻居们的信任就是最
开心的事。”小韩说。

细致入微 ，把产品送到每个用
户家里

“刘经理，这个视频你瞅瞅，现在
小区封控了，买不到牛奶，家长非常
着急。”近日，伊利集团液态奶事业部
呼市区域地区经理刘建厅收到经销
商发来的一条信息。

视频中，一个小女孩吵着要喝牛
奶，但是家里的牛奶已经喝完了。看
完视频，刘建厅便拨通经销商的电话
询问小女孩家长的联系方式。

与小女孩家长取得联系后，刘建
厅顾不上连日来的劳累，立即联系调
集产品，驱车赶赴小女孩所在小区。
由于小区封控管理，外来物品无法进

入。刘建厅与防疫人员耐心沟通，反
复说明来意后，防疫人员同意由物业
帮忙把产品送到用户家。

后来，刘建厅还收到了女孩家长
发来的感谢信息。疫情期间，像这样
急需牛奶的家庭还有很多，刘建厅每
次都是想办法克服困难满足他们的
需求。

刘建厅说，伊利有很多职工都坚
守在生产供应一线，变身“快递员”穿
梭在大街小巷，为市民提供充足的产
品保障，用爱心传递温暖，他只是其
中的一员。疫情发生后，刘建厅主动
请缨，选择与同事一起坚守岗位，吃
住都在仓库。一天几千个订单，为了
及时送达，刘建厅每天都会第一时间
梳理订单，按时间排序、设定路线、制
定片区配送计划，争取以最快的速度
将牛奶安全送到消费者手中。每天
早上 7 点多开始配送，晚上 8 点多收
工，返回住地后，还要开会制定次日
的工作计划，通常忙到凌晨才能休
息。吃饭更是没有准点，有时一天只
能吃上一顿饭。

“在这种特殊时期，能给消费者
提供一些帮助，就是支撑我们前进的
动力，也是我们作为伊利业务人员最
大的欣慰和满足。”刘建厅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
疫情早日结束。

加强监督，让群众买得放心、吃
得安心

物价稳则民心稳，民心稳则社会
稳。物价稳定不仅关系着老百姓的
切身利益，也考验着疫情防控期间市
场监管治理能力。

“一定要戴好口罩，严格遵守防
疫规定。”“你们的蔬菜水果一定要
明码标价，坚决不允许哄抬价格。”
这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
包东升每天不知道要重复说多少遍
的话。

疫情发生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持续加强对农贸市场的监督检查
工作，成立了农贸市场疫情防控专
班，其中勤浓农贸市场督导组就是防
控专班的一支小分队。这支队伍由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包东
升带队，市抽样监测与重大活动保
障中心主任解志强为副组长，队伍
中有从业多年即将退休的老党员云
春明，有曾在维和部队参与维和的
副团职退伍军人李永江，有青年党
员干部江利民，还有家中有两岁孩
子的肖沛君。在这段特殊时期，来
自不同科室的一群人组成了一支疫

情防控“排头兵”。
督导检查期间，勤浓农贸市场出

现阳性患者，勤浓督查组逆行而上，
深入市场检查保供人员的核酸检测
情况，了解市场摊位数、市场人数，发
放“两抗一检”表，督导市场注册保供
小程序……将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及
时，更好地保障市场内人员的安全，
尽快恢复市场保供工作。勤浓市场
内疫情解除后，勤浓督导组继续对市
场内进行全面消杀，对来往车辆、人
员情况及保供人员“两抗一检”等加

强检查，他们深知保供市场恢复正常
经营来之不易。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发展，督
导检查的工作任务随之更多了。部
分商超允许恢复营业后，为了保证商
超有序开放及人员安全，勤浓督查组
开始对相关市场主体开展检查工作，
每经过一家商铺就会提示店员做好
消杀和防护工作、检查核酸结果等，
发现落实不到位的商铺，及时督促整
改，切实保证疫情防控有力有效，确
保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本报讯（记者 武子暄 通讯员 郝
雪泽）“您好，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您的电话是多少？转运车辆现在的位
置在哪？”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拿着对
讲机，双眼紧盯电脑，一系列的问题需
要核实、录入，嗓子干得冒烟儿却来不
及喝一口热乎水，这便是翁兆平这一
个多月以来每天的工作日常。

10月16日，就职于内蒙古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医务部的翁兆平接到紧急
参与筹建长途客运东站方舱医院的通
知，正在组织开展线上志愿服务活动
的他没有迟疑，活动一结束就简单收
拾了行李奔赴方舱医院。

作为综合协调组的成员，从舱外
场地的区域规划，到协助制订方舱医
院管理制度，再到为住院患者准备“致
家人们的一封信”，到处都有翁兆平奔
忙的身影。

方舱医院每天都有大量患者转
入、危急重症患者转院以及满足出舱
条件的患者转出，工作繁杂而重要，翁
兆平和伙伴们耐心细致地应对着，同
时，他还要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各旗
县区卫健委及转运车辆、舱内医务人

员、志愿者等一一对接，工作量很大。
为最大限度做好患者服务工作，他常
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凌晨。

长途客运东站方舱医院自开舱以
来，翁兆平全面负责志愿者招募及管
理工作，志愿者的不断加入极大提高
了对患者的服务效率，进而保证方舱
医院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10月
24日，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水岸
小镇 1 号、2 号方舱医院陆续筹建开
舱，翁兆平再度请缨，协助开展志愿者
工作。几个方舱医院的志愿服务开展
得如火如荼，1000多名志愿者超过两
万个小时的服务时长，让方舱医院涌
动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暖流。

翁兆平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以来，
他和当护士的妻子一直坚守在防疫一
线，家中的两个小孩上网课和两位老
人订菜、做核酸等全靠邻居们帮忙照
应，这也让他的心里暖暖的，“那些不
动声色的善意和发自内心的善良犹如
暖阳，一路鼓励着我前行。”翁兆平表
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会一如既往
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志愿精神，真
诚奉献回报社会。

本报讯（记者 梁婧姝）“我进舱第
一天就报名成了志愿者。”高师傅是一
名出租车司机，进了敕勒川方舱一号
馆后看到医护人员很辛苦就报名参加
了志愿服务队。“当时也没多想，就想
着人多力量大，有需要咱们就帮忙
呗。”高师傅说。

高师傅是个热心肠，不仅帮助工
作人员派发三餐、分发物资、环境保
洁、维持秩序等等，有时还充当“心理
辅导员”。遇见焦虑的病人或者心情
急躁的患者他总是主动上前劝导，“大
家心理有波动很正常，咱们互相理解、
互相支撑，才能更快康复出院。”性格

开朗的他有时还充当起病区里的“调解
员”，大家都愿意找这个热心肠的“老大
哥”说说、聊聊，心结也就打开了。高师
傅说：“大家过去素不相识，现在要暂时
生活在一起，肯定要互相帮助、互相理
解，这样大家才能在这里过得舒心，困
难都是暂时的，没啥大不了的。”

高师傅和家人是先后被确诊阳性
的，所以他和家人并不在一个方舱。

“我妻子和孩子是在另一个方舱，他们
比我先进来，我们每天都会打电话互
相鼓励，希望我们一家人能早点团
聚。现在就是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大家一起努力渡过难关。”高师傅说。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 实习生 若
谷）一大早，在国通仓储冷链农贸市场
经营冷鲜肉的康素清做完了当日的第
一次抗原后，赶紧忙着给店里的物品
进行消杀、整理、配货。一个多月以
来，康素清一直闭环住在店内，为了保
证货物的安全，她每天都会将消杀好
的货物放置在取货区，和取货人实施

“无接触”交货。
采访中康素清告诉记者，她从 10

月上旬开始住到店里，到目前一直在
闭环经营。每天都会按照市场管理方
的要求，做好自我防护，进行两次抗原

检测和一次核酸检测。同时，每天对
店内所有的货品进行不少于 3次的消
杀。送货时，将货品放到市场规定的
取货区，消杀静置后取货人才可运走。

采访中，国通仓储冷链农贸市场
负责人范晓飞介绍，市场严格落实我
市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确保水果蔬菜
米面粮油等民生商品安全供应。市场
每天早上 7点开门，下午 5点关门，从
10月 6日开始对全体工作人员实行闭
环管理，对货物进行多次消杀。“市场
内所有商户和工作人员每天早晚两次
抗原检测、一次核酸采样，市场对结果

登记在册。货品交接区设置在大门
前方，消杀两小时后方可取货，以此
实现买卖双方零接触。同时，市场也
会安排人员查看取货人的核酸检测
情况和健康码，确保双方的安全。”范
晓飞说。

农贸市场的疫情防控和货源保障
情况直接关系着广大市民的“菜篮子”
安全，回民区市场监管局攸攸板镇第
二监管所所长韩威介绍，为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流动，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国
通仓储冷链农贸市场目前只批发不零
售，并在市场门口张贴了提示告知消

费者。在具体监管中，要求农贸市场
严格落实“内不外出、外不入内”防控
措施，同时要求农贸市场制定疫情防
控方案，设置多个工作组，由专人负责
场地消杀、保供服务、后勤管理、环境
清洁和场内巡查等工作。“我们会对市
场内人员核酸和抗原检测情况进行检
查，在要求市场主办方加强场所环境
管理、严格落实场所消毒消杀制度的
同时，严格要求配货、送货、接货人员
进行有效的‘三分离’，落实好无接触
配送制度，最大限度地降低病毒传染
风险。”韩威说。

本报讯（记者 云艳芳）随着我市
疫情防控形势的进一步好转，部分
区域的快递行业正逐步恢复正常运
营。目前，我市顺丰、京东、邮政非
高风险区的网点已全部恢复运营，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
分 公 司 有 7 个 旗 县 网 点 已 恢 复 运
营。

11 月 24 日，记者来到赛罕区文
华酒店西巷的京东快递营业部，看
到十几名快递员正在忙碌地分拣快
件，并对快件进行消杀、装车。据该
营业部负责人王宏宇介绍，疫情期
间，他们一直都在运营，随着疫情形
势好转，近日快递员也基本到岗，每

天派送量为 2500 至 3000 单。目前
10 月份的积压件已经处理完毕，派
送的都是近几天新到的快件。

在万达广场一期 A 区，记者看
到所有快件都摆放在小区门外，大
部分是米面油和蔬菜水果，志愿者
和物业人员对这些快件进行了消
杀。志愿者告诉记者，这些快件须
静置两小时，然后拿到小区里面按
楼栋分发，再通知居民错峰下楼取
走，这样做可以避免居民聚集。

在中海紫御东郡小区，同样是
先把快件放在小区门外静置消杀，
之后再交到居民手中，整个流程安
全有序。

在顺丰速运富丽名苑网点，记
者看到已经有 11 月 21 日、22 日的快
件运来。据顺丰速运呼市地区负责
人刘磊介绍，11 月 11 日接到邮政局
批复，他们马上就组织员工上岗并
准备后勤保障，14 日正式复工，目前
员工有一半到岗，每天派送量在 800
至 1000单，积压件已经处理完毕，目
前的派送主要以新到快件为主。

随后，记者又来到中国邮政呼和
浩特市金桥开发区分公司锦绣揽投
部，负责人闫勇告诉记者，目前的快
件大部分是新发来的，只有少部分积
压件是各大院校的快件疑难件，通过
与收件人联系，有的选择了改地址派

送，有的作了退件处理。该揽投部每
天除了派送外地发来的快件外，还承
担着保供任务，派送自己公司调运回
来的生活物资，两部分加起来，每天
派送量都在 2000多单。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所有的
快递网点对员工都实行闭环管理，
同时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每天
早晨会查验前一天的核酸检测结
果，再自行做抗原检测，如果这两项
均没有异常，再集中做核酸检测。
此外，除了对每个快件进行消杀外，
每天还会多次对场所进行消杀，从

“人、物、环境”多方面预防病毒传
播，确保快件派送全流程安全可靠。

本报讯（记者 蒋建波）11 月 24
日，呼和浩特日报社联合祥生地产为
包联金龙社区捐赠了包括防护服、消
毒液等价值7000余元的防疫物资，用
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

祥生地产工作人员说：“我们经过
前期摸排，得知金龙社区目前缺防疫
物资，于是就通过多种渠道与社区取
得联系后，决定为社区捐赠一些防疫
物资，与大家共克时艰。”

金龙社区工作人员表示，由于

社区目前有高风险楼栋，所以防疫
物资比较紧缺，尤其是口罩和防护
服，这批捐赠物资对他们而言非常
及时，社区后续将会分发至各个小
区值守点。

水润嘉苑小区卡口值守人员说：
“目前，我市进入社会面清零决战决胜
的关键时刻，做好个人防护尤为重要，
保护他人就是保护自己。接下来，我
们将继续做好值守工作，为首府防疫
工作尽一份力。”

呼和浩特日报社联合祥生地产
为包联金龙社区捐赠防疫物资

疫情防控无小事，民生保供是大
事。

在抗疫的关键时期，充分保障群
众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不仅是战胜疫
情的物质基础，也是增强抗疫信心的
重要支撑。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市
场供应充足、商品价格稳定有序，有
力有效打击借疫情之机哄抬价格等
违法行为，首府各级干部群众迎难
而上，一面打通物资供应的每一个
环节，用心用情用力，真正打通保供

“最后一百米”；一面持续开展市场
商品价格监督专项检查，全面维护

市场价格秩序。社区点对点对接
商超，“蔬菜包”点对点送进辖区各小
区……下沉干部、退役军人、党员志
愿者、社区工作者等手提肩扛，将一件
件保供物资顺利送到居民家中。

保供考验的是速度，这些保供人
争分夺秒、马不停蹄；保供考验的是
诚信，这些保供人诚实守诺、尽心尽
力。面对疫情，他们心系万家灯火，
情系柴米油盐，他们用自己小小的身
躯扛起平凡岗位上的责任与担当，换
来了居民的安心与舒心。

（云艳芳）

“民呼我应”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当 前 正 值 疫
情防控关键时期，
网络畅通至关重
要。近日，为保障
网络畅通，在昭乌
达路一处电信设
备箱前，电信技术
人员正在对有故
障的线路进行抢
修。

■本报记者
王中宙 摄

本报讯（记者 吕会生）疫情防控
人员，特别是一线医护人员、志愿者
们舍小家为大家，战“疫”在一线，谱
写“硬核”担当。为了关心关爱疫情
防控人员，解决实际问题，自治区团
委启动“为奉献者奉献”特别行动，
即日起开通“共青团‘爱在青城’志
愿服务热线”：400—105—0015。

志愿服务热线设立“一线医护、
志愿者保障服务通道”，切实为一线
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以及他们的家属
提供生活保障、应急救助、心理疏
导、中小学网上教学辅导等后勤保
障服务，让一线抗疫人员“心温暖、
无后忧”，助力全面打赢呼和浩特疫
情防控阻击战。

自治区团委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人员
全面启动“为奉献者奉献”特别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