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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余天我们众志成城战疫情

径山镇

1 月 22 日
径山镇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市区决策部
署，迅速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成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和七个工作专项组，实行 24 小时监测、
值班制度，切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第一时间
掌握信息，
确保有序有效做好联防联控。
同时，按照镇党委政府统一部署，各村社
按照属地管理要求，持续开展全面细致的排
查工作，迅速掌握回径人员，与重点疫区有接
触人员等信息，做到底子清、数字准，确保辖
区形势可控。
镇各部门（中心）、各村社、卫生服务中
心、派出所等与辖区各方力量积极响应，紧急
动员，联防联控，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切实保
障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

余杭迎来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全面复苏的热潮

自 1 月 20 日，
余杭区打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疫”
以来，
已经过去 60 余天。
在这 60 余天里，径山镇党委政府周密部署，严防严控，勠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有力有序推进企
业复工复产。
在这 60 余天里，径山镇的万千党员、群众，尽职尽责、不遗余力，用真情驱散严寒，
用行动筑起平安防线。
本版组稿 詹有天 金鑫

径山镇防控部署大会

1 月 29 日
在径山镇杭长高速出口的防控点上，多
了一些“红马甲”，他们是来自径山镇红十字
协会的志愿者。考虑到高速出口车流量大，
防控力量有限，37 名红十字协会志愿者主动
报名，支援防控一线，3 人一组，6 小时一班，分
4 班轮值开展人员、车辆排查登记等工作，在 f
分担防控一线人员工作压力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和加强防控效率。
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更没有局外人。
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千百余名志愿者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或者坚守防控一线，或是
捐资助物，犹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汹涌波涛，不
断壮大径山镇疫情防控庞大力量。

1 月 26 日
分别设置镇村组三级卡口作为检测点、劝
导点和宣传点，镇级层面在杭长高速径山出口、
黄湖入径山口设置防控点，村级层面在各村主
要出入道路设置 51 个防控点，组级层面主要针
对相对开放性的各个自然村设置防控点，安排
专职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对出入人员进行体温监
测、宣传防控知识。

春分天气多明媚，茶园青青露嫩芽。径山茶
正式迎来全面开采期。
由于目前仍处于疫情防控期间，无论是政府
部门、茶农，还是茶企，都将防疫工作摆在了春茶
开采工作的重中之重。区级部门针对茶产业出
台了相关政策，全力抓好春茶采摘生产。茶园
里，茶农们为即将到来的采茶季做足准备；茶专
家们忙着为茶叶“把脉问诊”，在田间地头查看茶
叶的长势；茶企每日进行着防疫消杀和物资储备
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和茶业稳产增收
“两不误”
。

径山春茶开采

3 月 20 日
“小喇叭”在村社内巡回宣传

2月1日

防控一线志愿者坚守在风雨中

2月2日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
一座堡垒。径山镇党委以“创建先锋队、争当
阻击手”为目标，围绕疫情防控，启动“红色动
员令”，成立 29 个“临时党支部”，一个临时搭
建的棚子、一张登记桌、几个板凳，这里就是
抗
“疫”
最前沿的阵地。
通过建立临时党支部，组织动员群众参
与，径山镇最大程度上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在疫情防控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
作用，坚决做到关键环节有组织把守、关键时
刻有党员撑着，确保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群
众需要的每个角落，为径山镇疫情防控筑起
坚固的
“红色壁垒”
。

“戴口罩、量体温，你安心在家过光阴，一旦
病魔被战胜，那时举国庆大功，白衣天使返家门
……”这是一段来自径山村村民陈红霞自制的
越剧版疫情防控宣传短视频。
为了更好地抗击疫情，径山百姓也是各展
所长，或是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录制视
频短片，通过微信、抖音等网络平台广泛传播，
或是以小喇叭的形式，走街串巷，或是以悬挂张
贴土味宣传横幅，将抗击疫情、防疫知识要点传
递给广大群众，正面宣传引导群众正视现状，积
极面对，同时致敬疫情一线“逆行者”，力所能及
为抗击疫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径山镇根据疫
情防控期间企业、建筑行业有序复工要求，积极开
展“深化‘三服务’助企开复工”专项行动，建立由
镇领导干部、机关人员、区三院径山分院工作人员
组成工作专班，指导联系企业有序复工，并督促企
业制定落实本单位的《企业复工防疫工作方案》，
重点落实“七个到位”和“六个强化”，稳妥有序推
进全镇企业、建筑行业复工。
连日来，14 个“三服务”助企开复工专班对辖
区内 125 家工业企业、37 家农业企业、55 个建筑工
地进行指导检查，了解企业员工返岗情况，检查办
公场所、车间、餐厅及相关台账，要求全员申请“杭

2 月 12 日

根据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通告，根据疫情形势，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景区等户外场所建议可不佩戴口
罩，并取消“测温+亮码”等管控措施。大径山
旅游集散中心即日起恢复开放。
春风已暖，径山千亩花海正百花齐放，笑
迎八方游客。不妨摘下口罩，好好去拥抱久
违的春天，
感受无限生机。

3 月 21 日

四辆大货车拉着 100 吨石英砂从安徽凤
阳顺利抵达位于径山镇的三星工艺玻璃有限
公司生产厂，想到后续可以每天这样不间断
运送，三星工艺玻璃负责人叶妙华十几天来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疫情防控期间，提供原材料的企业虽已
获准复工，但由于国道、省道、高速公路通行
受限，运输车辆无法通行，原材料石英砂缺
失、生产玻璃的窑炉‘停运’，因停工停产带来
的损失先不说，还可能面临基础设施不可逆
的损坏，而产生重大火灾隐患。”这段时间，叶
妙华如坐针毡。
为此，径山镇把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作
为深化“三服务”活动的主要内容，扎实开展
“四员三色”行动，即建立由 15 名镇领导班子
成员牵头负责的“复工指导员+亲清服务员+
防疫指导员+流动人口专管员”的“四员”专
班，在复工企业中实行红、黄、绿“三色”预警
机制，切实解决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
的各类难题。

3月3日
复工专班成员走访企业
随着天气转暖，径山镇“宇航梦园”基地内成
熟的作物越来越多，对采摘工人的需求也在增
加。径山镇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组织复工专班
人员对接企业，协助指导采收人员注册“杭州健
康码”
，办理车辆运输通行证等，40 多名员工顺利
到岗。
自复工以来，
“宇航梦园”基地蔬菜的产销总
量已达 400 多吨，在径山镇的大力支持下，有效
为沃尔玛、华润万家等华东大型商场、超市等配
送点做好
“菜篮子”
供应保障。

以“声”许国 径山群众录制宣传音频

党员在临时党支部前郑重宣誓

1 月 22 日，径山书院开始收到客人退订客
房、餐饮、活动等信息，1500 张床位、300 多个餐
位、2 间可容纳上百人的多媒体功能会议室以及
各种户外拓展项目一直闲置。直到 3 月初，径山
书院作为径山镇首批开业的民宿恢复营业，住
宿、餐饮已恢复了三四成。
为了缓解资金压力，提升游客流量，径山书
院还积极向客户推荐线上产品“玩霸江湖”，将大
径山乡村国家公园内的各景点深度融合，设计成
游戏副本，点位选择更具商业延展性，题库内容
紧紧围绕径山文化，游戏设计兼具教育功能，以
开拓数字团建，助推乡村旅游数字化。

径山花海景区开放，游客来此捕捉春色

2 月 25 日

州健康码”，并做
好员工居家医学
观察期间的各项
保障工作。
战“ 疫 ”路
上，服务先行，径
山镇一手抓疫情
企业复工
防 控 ，一 手 抓 复
工 复 产 ，聚 焦 问
题、破解难题，主动作为，全力稳企业稳经济稳发
展，全力把疫情期间服务项目工作做深做细，以精
准高效的服务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2 月 26 日

“我们的宣言是：隔离病毒、以守为攻；暂
缓聚饮、以文会友；足不出户，感知万物，用声
音筑起阻击疫情的书香长城。”正值疫情防控
胶着对垒时期，径山镇发起“书香径山·以‘声’
许国”线上朗读征集活动，通过线上征集的形
式，寻找热爱朗读，热爱创作，热爱生活的人，
用声音的力量驰援战“疫”第一线，守好防疫工
作最后一道防线。
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活动一经推出，
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与参与，大家纷纷投稿，
或原创或引用经典。著名主持人、朗诵艺术
家，浙江省朗诵协会会长刘忠虎带来了朗诵作
品《2020 我们坚信武汉一定是浪漫的》，国家一
级演员魏小燕在自家院子里唱起了《天耀中
华》，作家李素红专题创作了《庚子年的第一场
雪》，径山镇潘板中心小学老师孙炜忠朗诵起
了《我走了》……他们纷纷通过线上音频向听
众徐徐道来。
疫情暴发，无数“逆行者”奋勇当先、冲锋
在前，为广大群众筑起了坚实的保护盾；而群
众支持的声音，也将成为前方“卫士”的动力和
支柱。

2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