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0年2月1日 星期六 责编责编：：周小丽周小丽 美编美编：：袁丹华袁丹华 编辑发布中心电话：2890834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在这个特殊的春节，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坚决把
疫情挡在监管场所的高墙之外，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斗争中，牢记使命，心系群众，用忠诚和担当绘就出
浓浓年味里的最美风“警”。

未雨绸缪，科学施策防风险
面对疫情，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果断决策，及早

部署，牢牢把握疫情防控主动权。一方面要求积极
筹备疫情防控医疗用品和防疫工作必需物资；一方
面要求值班民警和戒毒人员实行体温检测监控，对
体温异常人员实行隔离观察，避免交叉感染，保证场
所安全稳定。并及时传达中央、省委、市委及上级主
管部门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重要批
示指示精神，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结合实际

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处置
方案》，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同时，做到科学防范早行动。疫情爆发后，该
所要求全体民警职工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以最严密
的措施、最大的力度、最快的速度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并于1月25日启动场所封闭管理，坚决防止疫
情入所。

忠诚履职，挺身而出勇担当
“战疫情、召必回！”面对疫情，市强制隔离戒毒

所民警立即结束休假，投身疫情防控工作。所党委
主要领导主动承担第一批进所封闭管理任务，坚持做
在先、走在前，全所形成上下联动抓防控的良好局
面。同时，要求值班民警每天报告戒毒人员体温监测
情况、体温异常人员及隔离人员情况，详细记录在册；

建立排查摸底台账，要求全体民警每天报告本人及家
人相关情况；每天向省司法厅、省戒毒管理局及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报告当前疫情防控情况。

此外，强化法治宣传。通过局域网、微信工作
群及QQ工作群向民警职工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民警依法强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

牢记使命，党旗飘飘战疫情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中，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坚决扛起主体责任，
第一时间召集各党支部书记、支委，分析疫情防控
的严峻形势，厘清基层组织疫情防控斗争中的重要
作用，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当先锋、做表率。

该所一大队大队长雷明欣的家离单位车程不到
10分钟，小年后他就没有回过家。单位实行封闭管
理，他克服父亲脑梗、妻子工作忙、小孩无人照看等
重重困难，主动承担封闭管理值班任务。在防控
疫情斗争中，民警职工尤其是党员干部关键时刻
挺身而出，不畏艰险，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站
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落实到
位，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牢记使命 心系群众 忠诚担当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疫情防控工作札记

□ 通讯员 张盛伟 钟彩麟

郴州日报1月31日讯（全媒体
记者 陈莉 通讯员 曾亚斌） 为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
策部署，全力做好粮油市场保供稳
价工作，连日来，市发改委积极组织
全市各地粮油应急骨干企业和加工
企业提前开工复产。截至 1 月 31
日，全市已有 22 家粮油应急骨干企
业和加工企业开工复产，大米日加
工能力达到 2050 吨，市场粮油供应
充足，市场监测价格保持平稳。

面对疫情，我市迅速落实有效
应对措施，加强粮源调度供应、粮
食市场监测、疫情防控防寒物资调
度、维护粮油市场秩序。认真核实
市、县粮食储备尤其是成品粮储
备。目前，全市有稻谷储备 6.5 万
吨，大米储备 1500 吨，面粉面条储
备 2000 吨，各粮食生产加工企业和
粮食经销店以及超市粮油柜都有
足够的周转库存，市场粮食充足，
粮价平稳，粮食市场流通有序。同
时，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粮
油供应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督
促各级粮油应急骨干企业和加工
企业尽快开工复产，保证市场成品
粮油持续稳定投放。

1 月 26 日，嘉禾县佳禾米业公
司率先开工，随后郴州市香花米
业公司、湖南安仁生平米业公司和
鑫亮粮油公司、桂阳县瑞丰米业公
司和欧阳海米业公司、汝城县旺发
米业公司等大中型粮油加工企业
陆续提前开工复产。至 1 月 31 日，

全市已有 22 家粮油加工企业开工
复产，大米日加工供应能力达到
2050 吨。市发改委安全生产和粮
食产业科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2
月 3 日，全市规模以上粮油加工企
业共计 36 家将全面开工复产，大米
日加工能力将达到 3650 吨、面条
（含各类快食粉面）日加工能力将
达到 300 吨，且稻谷储备充足，1500
吨食用植物油储备随时可向市场
投放，可确保本市粮油市场不断
供、不脱档和价格稳定。

全市22家粮油加工企业开工复产
力保市场成品粮油持续稳定投放

郴州日报1月31日讯（通讯员 邓圣云
邝文仁）1月30日，临武县南强镇枫树坳新冠
肺炎防控工作服务站临时党支部成立第三
天。“拦车、敬礼、测量体温”，南强镇党员干
部、派出所民警、医务人员等20余人正在对
来往车辆进行检查。

南强镇枫树坳临时党支部是临武首个
“抗疫”临时支部。全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临武迅速行动，各级
党组织、党员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
范作用，引领防控工作有序有效推进。该镇
率先在枫树坳、九泽水、上磨刀三个重要防
控部位建立服务站，并成立临时党支部。据
悉，临时支部还兼有教育、管理、监督党员
的重任，旨在让大家树牢“我是党员我先
上”的信念，关键时刻冲锋在前。

“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临武各防控服务
站相继成立临时党支部，截至1月30日，已成
立临时支部29个。在高速路口、县际分界点等
防控工作重要部位，29个临时支部1000余名
党员干部全天候坚守阵地，成为临武“抗疫”
排头兵。

临武29个临时党支部
奋战在“抗疫”一线

郴州日报1月 31日讯 （通讯
员 唐懿珺 曹海浪）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一系列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时
将党中央和省委的关怀温暖传达给
战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群众，支持和帮助
基层党组织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近日，中组部以及省委组织部
下拨我市专项党费100万元，市委
组织部从市管党费中配套下拨115
万元，共215万元，用于支持全市
各地各系统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市委组织部要求，各地各系统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疫
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来抓，充分发挥领导干部表率作
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群众、
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市委组织部要求，这笔党费主
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慰问战斗在
疫情防控斗争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
基层党员、干部；二是支持基层党
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包括购买
疫情防控有关药品、物资等；三是
补助因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各
地各系统要高度重视这笔党费的使
用管理，从本级留存党费中配套部
分资金，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实际，
科学制定分配使用方案，尽快划拨
到基层党组织，投入疫情防控工
作。要切实加强管理监督，把资金
用在最紧迫最需要的地方，做到专
款专用，确保专项党费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发挥传递组织温暖、解决实
际困难、凝聚党心民心的重要作用。

市委组织部下拨专项党费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郴州日报1月31日讯（全媒体
记者 杨芝娟）1月30日，记者从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获悉，2月3日起，
全市暂停车驾管及交通违法处理窗
口业务办理，恢复时间将及时公告。

据了解，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避免人员大
量聚集导致的传染风险，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暂停全市车管所、万
华车管分所、登记服务站对外业务
办理及机动车检测业务；暂停全市
范围内驾驶人审验、满分学习教育
以及考试业务；暂停全市范围内交
通违法处理窗口业务。

暂停全市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工
作，包括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
和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已经

预约成功的考生，由公安交警部门
统一办理取消考试；取消考试的，
不计入考试次数，不影响下次预约
排序的时间。已经提交预约考试申
请，但未出预约结果的考生，可登
录交管“12123”APP 自行取消考
试，也可由公安交警部门统一办理
取消考试。取消考试的，不计入考
试次数，不影响下次预约排序时
间。学习驾驶证明临界到期的考
生，要保持电话畅通，公安交警部
门将会致电并妥善处理因疫情防控
导致的过期问题。

近期需要办理交通违法处理、
补换证、6年免检等车驾管业务的
车 主 和 驾 驶 人 ， 可 登 录 交 管

“12123”APP网上办理。

全市暂停车驾管、交通违法处理窗口业务办理

连日来，因防控疫情物品需求激
增，一些不良商家和菜果摊主趁机哄抬
物价。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
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各类哄抬物价或制
售假货行为。

近日，哄抬物价被罚数百万元的
新闻可谓大快人心，对各地哄抬物价
者更是当头棒喝。

南昌市市场监管部门对进贤县
益民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开具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对其囤积口罩等疫情
防控用品、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做出
顶格罚款300万元。

北京市济民康泰大药房丰台区第
五十五分店将进价为200元/盒的3M
牌口罩，提价到850元/盒对外销售，构
成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处以300万元
罚款。

近期，我市市场监管部门下发
《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提醒经
营者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
价格；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
不得利用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价等
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交易。

市市场监管局“12315”受理举报中
心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我市哄抬物价

行为时有发生，形势不容乐观。1月24
日至29日，我市“12315”接到口罩价格
上涨的投诉达408起，相关执法部门正
逐一下达处罚书，严肃处理。

不论是重罚价格违法商家，还是密
集发布各类告诫或处罚书，目的都是保
障疫情防控期间市场整体价格秩序平
稳，尤其保障蔬菜、粮油、肉禽蛋等生活
必需品及口罩、消毒液等防疫商品价格
稳定，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此时此刻，哪个商家敢赚“黑心
钱”，哪个经营者制售假货想“大捞一
把”，就必将得到严惩，并被列入失信

“黑名单”。
战“疫”关键时期，我市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仍需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从严从
重从快查处一批价格违法案件，坚决维
护疫情防控市场秩序。同时，相关防疫
用品生产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符合
正常开工前提下，应有序开工，满足市
民生产生活用品的需要。

广大市民在维护合法权益时，不能
做旁观者、沉默者、无知者，应当利用“宅”
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解下《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等
法律法规，做到知法守法，依法维权。

战战““疫疫””坚决坚决打击哄抬物价打击哄抬物价
□ 陈鹏

郴州日报1月31日讯（通讯员 曹岁
磊 邓苑利）“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共产党
员站在一线”。近日，全省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以来，永兴县委吹响
党员抗疫集结号，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主动
作为，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1月24日除夕夜，永兴县人民医院53
名党员在院党总支的倡议下庄严承诺，全
面参与抗疫工作。该县各乡镇（街道）全部
取消春节休假，采取镇村干部分头包干负
责、网格化管理等方式对辖区内群众进行
全覆盖排查登记，督促疫区返乡人员落实
自我隔离措施，全面落实防范措施，每天监
测、报告辖区内疫情防控情况。同时，该县
充分发挥农村综合服务平台作用，242个村
的广播站全天候启动播放防疫知识，并取
消了所有党员冬春训等群众性集聚活动。

据悉，该县在农村普遍开展无职党员
设岗定责工作，千余名党员在履行职责以
外，分户联系所有村民，点对点开展宣传、
防控工作，全县党员共发放宣传资料1.2万
份，劝说停办酒席112场，实现全覆盖。

永兴吹响党员抗疫集结号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下发了
关于“严疫情防范、用网络缴税（费）”的纳
税服务提示，在疫情防控期间，建议市民尽量
选择湖南省电子税务局、手机APP、自助办税
终端、邮寄发票等“非接触式”途径办理税费
业务，减少现场人工办税次数，最大程度降低
交叉感染的风险。

市民在办理常见涉税、缴费业务时，可通
过湖南省电子税务局 （https://etax.hunan.chi-
natax.gov.cn）“我要办税”“我要查询”“互动
中心”“公众服务”等模块办理，或通过郴州

市 24 小时自助办税设备办理相关业务。如有
特殊业务必须到办税服务厅现场办理的，可
拨打主管税务机关预约办税电话提前预约，
避免长时间排队。如果市民需要咨询涉税
（费） 政策和电子税务局操作等问题，可拨打
湖南省税务局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

个人所得税相关业务可登录省税务局官网
（http://hunan.chinatax.gov.cn/），点击“自然人
电子税务局”或者直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
（网址：https://etax.chinatax.gov.cn/） 办理；也
可登陆个人所得税手机APP办理。如需办理个

人所得税预扣预缴 （代扣代缴）、经营所得自
行申报等相关业务，可在省税务局官网或省电
子 税 务 局 （https://etax.hunan.chinatax.gov.cn）
下载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办理。

城乡居民社保缴费可通过“湘税社保”手
机 APP、网上缴费终端 （http://hunan.chinatax.
gov.cn/）、银行缴费三种“非接触”方式办理。

同时，税务部门还提醒广大市民，2月份
纳税申报期限延长至2月24日。

（彭晓华）

郴州税务建议市民：多用网络缴税费 严格防控疫情

郴州日报1月31日讯（全媒体记者 周慧） 1
月30日，中共郴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下发通知
号召市直机关各系统分工委、各单位党组织、中省
驻郴有关单位党组织，在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迎难而上、勇于担
当，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特殊战役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证。

通知要求各市直机关与中省驻郴单位基层党组
织和共产党员，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市
委决策部署上来，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行
动、最务实的作风，全力做好防控各项工作，坚决
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机关党
员干部要做到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
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让党旗在
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各机关基层党组织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守岗
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
责。广大党员要立足自身岗位，带头站在防控斗争
第一线；带头发扬无私无畏精神；带头落实防控措
施，做好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有关工作；带头形成
工作合力，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
防控优势；带头树牢底线思维，强化应急响应，全
力以赴投入防控工作；带头做好干部群众思想工
作，扶危济困，关爱医护人员等抗疫一线工作者。

通知强调，要全面落实防控责任，严格值班和
领导带班、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疫情排查和防护、
信息报送等制度，严禁擅离职守、推诿拖延、消极应
付、临阵脱逃。各级党组织要把党员干部在防控工作
中的表现作为考察政治素质和担当作为的重要内
容，对在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要予以表彰奖励；
对态度不端正、工作落实不力的，要严肃批评教育；
对工作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市直机关工委号召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迎难而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郴州日报1月31日讯（通讯员
张玛丽 胡芳）连日来，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港澳台同
胞、海外侨胞的心。得知家乡防疫
物资紧张，郴州港澳台侨界人士纷
纷行动起来，分别联系泰国、印度、
越南、日本、菲律宾和南非等地的乡
亲寻找防疫物资货源，积极为家乡
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
战贡献力量。

在此期间，郴州市委统战部在
第一时间主动联系市海外联谊会、
市海外归国人员联谊会有关负责人
以及联同市卫健委、市侨联、市红十
字会、市疾控中心等部门在防疫物
资的捐赠采购、物流通关等方面为
他们提供指导与服务。截至1月31
日，全市港澳台侨界人士共募捐
37.6万元资金以及10万余个防护口
罩、500余套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其
中表现突出的有：

郴籍侨商廖丽萍女士组建专家
团队，为爱心企业在防疫物资采购
中给予专业指导，在第一时间捐赠
10箱口罩（共2400个）、40套防护服
和500套医用鞋套。

澳门湖南郴州联谊会会长李红
在第一时间捐赠100件防护服。澳

门湖南郴州联谊会名誉会长朱俊诚
募集到防护口罩360件，防护服349
件，手套1000副。

湖南郴州旅港同乡会会长傅深
根积极发动募集防疫物资，将募集
到的25000个口罩发回家乡。

郴州市海归协会及时发起倡
议，组建采购群、募款群，委托海外
华侨华人搜寻世界各地的库存防控
紧缺物资，募集11500个防疫口罩以
及资金63122元。

柬埔寨湖南总商会会长吴光华
在柬埔寨发起倡议，筹集资金83500
元。

侨商江苏省昆山鸿福泰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振中捐赠N95
口罩2000个；湖南昆银医疗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志建捐赠一次
性口罩 2.6 万个。旅港（永兴）同乡
会捐赠一次性口罩3万个；永兴网吧
协会捐赠N95口罩1000个；永兴爱
心侨（桥）专项（教育）基金捐赠N95
口罩1000个。

市委统战部在着力发挥港澳台
侨界人士作用的同时，将继续加大
联系联络工作力度，全力以赴为确
保紧缺防控物资供应，打赢防疫阻
击战贡献力量。

郴州港澳台侨界凝心聚力共抗疫情

点到为止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1月30日，嘉禾县龙潭镇临时检查站，党员交警在查验过往行人信息。连日来，该县建立
党员抗“疫”带班制度，机关单位和镇村近万名党员奋战抗疫前沿，带领群众在各个站点日夜
执勤守候，协助运送疫情应急物资。 (通讯员 黄春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