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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锡 一 线

援 鄂 日 志

本报讯 “白衣战士”驰
援疫区、鏖战前方，时刻牵动
着市委市政府和广大市民的
心。2月 4日，市委书记黄
钦、市长杜小刚视频连线无
锡援助湖北省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医疗队，向奋战在抗击
疫情最前线的医务人员致以
崇高敬意，“今天是农历立
春，给你们送上春天的美好
祝福，期待你们早日平安凯
旋”。副市长刘霞参加视频
连线活动。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时间就是生命！为
全力支援湖北武汉开展医疗
救治工作，我市火速动员，广
大医务工作者踊跃报名，迅
速集结起无锡援鄂医疗队。
目前，已有两批共32人奔赴
援鄂一线，分别入驻武汉市
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和武汉
大学中南医院，已投入紧张
的救治工作近十余天。黄
钦、杜小刚与两批援鄂医疗
队成员分别进行视频连线，
详细了解医疗救治进展和物
资后勤保障，关切地询问队
员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情况，
并向他们传递了无锡已出现
首位治愈者的好消息。

“你们是无锡最美的‘白
衣天使’，你们逆向而行，奋

战在最危急、最危重的岗位，
向你们致敬！”得悉医疗队已
经帮助治愈当地30多个病
人，黄钦为医疗队全体成员
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他
说，在防控疫情的紧要关头，
大家主动请缨、奔赴一线，以

实际行动践行担当精神、职
业精神，值得全市人民好好
学习。希望援鄂医疗队充分
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畏艰
难、坚守岗位，以过硬的医术
救治病患，切实加强自身防

护，为党旗增辉、为无锡人民争
光。

连线中，当得知前方医疗
队N95口罩相对紧缺，黄钦、
杜小刚当即决定，马上通过邮
寄方式从无锡调拨部分口罩发
往武汉。黄钦说，市委、市政府

和全市人民是你们最坚强的后
盾，将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全
力做好物资保障工作，关心照
顾好家属，前线和后方携手奋
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家乡人民期待你们平安凯
旋！”

“请家乡人民放心，目前我
们工作生活一切顺利！”隔着屏
幕，吴小龙、任杰分别汇报了两
组队员近期的救治工作和生活
情况，表示一定会团结一心、勤
奋工作，不忘初心、不辱使命，
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不负组织
和人民重托，让全体队员健健
康康来、平平安安回。队员们
还面对镜头，喊着“无锡加油、
武汉加油、中国必胜”，表达他
们战胜疫情的决心信心。

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
能吃苦，特别团结、特别专业的
队伍。江苏援鄂医疗队年龄最
大的、最小的都在无锡医疗队
中，分别是55岁、22岁；江苏队
九个小组里有3位组长来自无
锡，其中吴小龙组长还是江苏援
鄂医疗队防控总负责人。目前，
无锡援鄂医疗队分管两个病区
共125人，许多队员还参与了重
症组和检验组的相关工作，至今
一天未歇。他们的辛劳付出和
工作成效得到了各级和当地的
高度评价。 （高美梅）

黄钦杜小刚视频连线慰问无锡援鄂医疗队

“向你们致敬！家乡人民期待你们平安凯旋”

2月4日，市委书记黄钦、市长杜小刚视频连线无锡援助湖北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医疗队，
向奋战在抗击疫情最前线的医务人员致以崇高敬意。 （朱吉鹏 张立伟 摄 ）

全市各级人大代表：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形势严峻，习
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市上
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市委
部署要求，及时全面有效地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为坚决防止疫情
扩散和蔓延，在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贡献更多人大智慧和人大
力量，市人大常委会特向全市各
级人大代表发出如下倡议：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带头扛
起责任。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
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
定。全市各级人大代表要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自
觉扛起政治责任，
下转第3版>>>

牢记责任 模范带头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智慧力量

——致全市各级人大代表的一封信

疫情防控进入了关键阶段，无锡
各地都已经动员起来，一张防控大网
正在织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边缘社区、乡
镇由于面广量大，还不同程度存在着
薄弱环节，随着返程高峰的到来，原来
就有的难点更加凸显，新的难点不断
出现。如何真正落细落实落小防控工
作，进一步堵住漏洞，成为目前引人关
注的话题。

薄弱点之一

少数人对通告规定不了解甚至漠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相对于城
区而言，边缘社区、乡村住户比较分
散，外来人员租住多而散碎，是防控的
难点。一些人对疫情的严重程度、规

定的严肃性仍不以为然。
昨天上午，锡山区锡北镇寨门村

几个人要到寨门村小酒馆去喝酒，在
卡口上被村里的联防队员拦下后，他
们非但不听劝阻，还嘲笑联防队员“拿
着鸡毛当令箭”。

一些商贸城、招商城的商户大多
来自浙江等重点疫区，有些人返锡后
不愿意居家隔离，采取自以为“神不知
鬼不觉”的方式悄悄返回租住地……

多地还发生当志愿者劝导群众戴
口罩时，一些人拒不接受劝导并与志
愿者产生争执、甚至肢体冲突的事。

从以上事件来看，一些人对国家、
省、市一系列通告等不甚了解，对其严
肃性更是有所漠视，这就需要我们基
层工作人员把宣传教育工作做得更细
更实，形成大家监督、少数人不敢违规
的氛围。

这些做法好：

昨日，记者在宜兴屺亭街道奔马
社区看到，该社区所有需要居家隔离

的人员名单都在社区公告栏与各楼道
口公示。“居家隔离再升级，社区实行
双公示制度，这既是让群众放心，也是
让群众监督。”

梁溪区尤渡社区要求所有出租房
屋的房东签署责任书，承担疫情防控
责任，房东务必劝说重点疫区的租户
暂时不要返锡。

前两天，新石东路登记点来了4户
外来人员要进入联新村自然村，两位志
愿者正在值班，面对没有确切住处的外
地人员，他们耐心讲解疫情形势，对他
们进行了劝返。

惠山区洛社镇张镇桥村只留一个
出入卡口，负责卡口的志愿者老王说：

“在前期排查中，经常有人对我们的工
作不支持，我们就加大了宣传力度，微
信转发、发放宣传单、张贴公告、温馨
提示、宣传车、广播等方式，现在这种

‘反对’的声音只有偶尔听见了。”
“新年好！我是村工作人员，请问

您家是租住的还是自有房屋，家里有
人从疫情严重地区回来吗？有没有这

方面的线索提供？”“这是防疫知识宣
传单，您了解一下。有什么问题线索，
请您及时与村里联系。”洛社镇各社区
重新组建了一支年轻化的“扫楼突击
队”，一层层地爬楼，一家家地敲门，全
面排查近期返工、返校、返租人员情
况，落实居家隔离措施，做到精准摸
排、信息清晰、宣传深入。

薄弱点之二

封闭式查堵尚需投入更多力量

边缘社区村镇如何对流动车辆人
员实行监控，也是难点。有些自然村
村巷里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要做到
24小时执勤，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之
大可想而知。

昨天下午1时，记者来到山水东
路山水西路交叉口的卡口时看到，村
主任杨伟君等工作人员及区特派志愿
者王霞萍、龚煜炜正在执勤，现场不断
有外来车辆和人员被劝返，未出现强
制冲卡现象。下转第3版>>>

堵住村镇防控薄弱点，这些做法好

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时
期。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召开会议、听
取汇报、作出重要讲话和指示，要
求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省委省政府、市
委市政府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
重要的任务，全面部署、全域动
员、全民行动。全市广大政协委
员和政协机关干部已积极参与到
疫情防控、后勤保障、物资捐赠等

工作中，特别是医疗卫生战线的
委员，始终奋战在救死扶伤、疫情
防控的第一线，充分展现出为国
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我们谨
向各位委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同
时，发出如下倡议：

坚定必胜信念，广泛凝聚
共识。自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上来，坚
决贯彻市委市政
府的部署要求，
下转第3版>>>

众志成城 履职尽责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致全市各级政协委员的倡议书

疫情如火，党员干部应有怎
样的责任担当？前天上午，市委
主要领导下基层检查调研一批防
护物资生产企业，用“马上办”、现
场“call”的方式快速解决困扰保
供企业的“烦恼”，仅用了20多个
小时就消除了“梗阻”，让企业切
身感受到了服务效率，极大地提
振了生产信心。这样的“马上办”
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工作导向：
到一线发现问题、落实举措，上前
线抗击疫情、化解难题。面对复
杂多变的疫情，每个党员干部都
要坚持关口前移，奔赴防控疫情
斗争第一线，当好主动服务、靠前
服务的“行动派”，用自己的作为
和担当为基层、企业排忧解难，为
疫情防控大局多作贡献。

关键时刻见初心,“关键少
数”要担当。疫情防控是当前压
倒性的工作任务，眼下疫情仍处

在扩散阶段，还面临着许多新的压
力和挑战，虽然经过多方努力，我市
在加强严防严控、群防群治和筹集
保供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
医护物资紧张、保供压力巨大、管控
力量不足等也是不争的事实，并且
已经成为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急待解
决的难题。在这样的急难形势下，
要做好医护物资供应、拉长防疫短
板等工作，迫切要求作为领导干部
的“关键少数”俯下身子、沉到一线，
为基层和企业雪中送炭、排忧解难，
用面对面、点对点、实打实的服务和
支持，帮助解决各种困难，督促推进
重点工作，用“硬核”担当大声喊出

“让我上”“跟我上”，真正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让党旗
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疫情是大考，映射党员干部的
责任担当；疫情也是一面镜子，担当
作为还是庸常无为，下转第2版>>>

当好靠前服务的“行动派”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当前是疫情防控的
关键期，又是2月份的纳税申报
期。连日来，市税务局多次召开
疫情防控专题会议，细化制定疫
情防控期间办税缴费的各项举措
和应急预案，使企业在防疫期间
获得更多办税便利，全面助力疫
情防控攻坚战、阻击战。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推行“涉
税事、线上办，非必须、不窗口”。
本月起，市税务部门进一步优化

完善电子税务局、12366纳税服务
热线、“阿福税通”征纳互动平台等
渠道，以方便纳税人更多通过网络、
电话等方式咨询和办理税费业务。
对于确需到办税厅办理业务的纳税
人，建议提前预约，实现“即办即走，
减少停留”。所有办税场所均严格
执行室内通风、卫生检测、清洁消毒
等防疫举措，最大限度降低交叉感
染风险。从2月1日至4日17时，
共有1.63万户次纳税人通过网络

办理申报，纳税申报网上办理率达
到99.7%。

在发票申领、申报纳税等环节，
税务部门围绕疫情防控特事特办，
推行更多办税便利。

发票邮寄服务临时扩围。除纳
税信用良好的A、B级纳税人外，信
用级别为C级的纳税人在此期间也
可临时使用发票“网上申领、邮寄配
送”服务，直至疫情防控一级响应结
束。下转第2版>>>

办税“不接触” 发票“送上门”

无锡税务优化办税服务助战“疫”

五院负压病房第一梯队“十八勇士”战“疫”归来

新一批医护人员接班上阵

脱下面罩口罩，
大家“脸上多了几道皱纹”

“口罩预约”今起上线运行

详见第2版>>>

本报讯 随着春节假期后返程高峰的来临，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进入新的关
键阶段。2月4日晚，受市委书记黄钦委托，市
长杜小刚再次来到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道
口，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一
线的工作人员，给他们送上慰问品，勉励大家继
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守牢
防范输入性风险的前沿关口。副市长刘霞、刘
必权、陆志坚，市政府秘书长张明康参加检查和
走访慰问。

在苏南硕放国际机场，杜小刚一行实地查看
了无锡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无锡海关旅客查验流
程，详细询问了航班运行、值班值守、公共区域消
杀等情况，向坚守岗位的机场、各口岸单位防控一
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返程高
峰来临，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越要坚定信心，全力
以赴！”看到不少工作人员佩戴着党徽，党员在防
控前线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杜小刚给予肯定，
要求在做好自身防护、严格查控的前提下，尽可能
为旅客快速通行提供便利。

晚上8时许，夜幕下的无锡东和无锡互通高
速公路检查站车辆依然川流不息，来自市公安、
卫生健康、交通运输、城管等部门和属地街道社
区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密切配合，对过往车辆逐一
开展严密排查，车辆出入秩序井然。“疫情防控的
非常时期，各高速通道已不仅仅是大家的交通通
道，更是城市的安全通道。”每到一处，杜小刚都
感谢大家的坚守和付出，他说，市疫情防控应急
指挥部将全力保障一线值守人员的物资供应，同
时一套“扫码”新系统即将在道口投用，希望大家
用好这套系统，进一步压实卡口管控举措，提升
查验速度，保障查验质量，高标准完成卡口查验
任务。

铁路大动脉的疫情防控尤为重要。疫情发生
以来，无锡火车站迅速行动，不仅临时关闭了南广
场出站口，而且根据防控工作需要，不断优化出站
旅客查验流程。杜小刚仔细查看了候检区、查验
区、发热人员通道、重点疫区出站专用通道，要求
车站进一步加大与疾控部门、街道社区的分工协
作，确保工作无缝隙衔接、形成闭环，以良好的工
作状态、持续的作战姿态，努力交出一份疫情防控
的优异答卷。 （王怡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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