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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集体：湖北省武汉邮区中心局

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  在大考中彰显责任担当

疫情防控期间，武汉邮区中心局按照“国家

有要求，邮政挑重担，人民有呼唤，服务不间断”

的总要求，及时成立防控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

制定应急预案，储备防控物资；各部门负责人靠

前指挥，优先处理发运防疫物资，紧急调配车

辆，保证货源供应，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武汉邮区中心局全体党员干部踊跃参加党

员突击队，积极投身“亮身份、守承诺、作表率”

活动，冲锋在运送防疫物资的第一线，下沉社区

配合做好防控工作，5 名入党积极分子在抗疫

斗争中火线入党。全局党员积极响应湖北省邮

政分公司为抗疫一线捐款的倡议，募集爱心捐

款 31500 元。全局干部职工克服疫情肆虐带来

的心理压力和公共交通停摆带来的出行困难，

奔赴没有硝烟的战场。自春节以来，全局上下

排除万难，坚守岗位，武汉“封城”76 天，累计在

岗人数 80946 人次，日均 1065 人次。全局干部

职工用“邮政速度”同时间赛跑，用“邮政力量”

与病魔较量，完美诠释了“人民邮政为人民”的

初心使命。

武汉邮区中心局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群众

路线，做好员工关爱、动员，使全体员工自觉防

疫。对确诊、疑似员工加强沟通联系，落实各项

关心关爱措施，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帮助解决生

活困难，在全省第一个完成对确诊职工的保险

理赔。他们做好防疫知识宣传和后勤保障工作，

多次为在岗员工发放生活物资和预防中药，解

员工的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抗疫工作。

全局上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首位，成立防疫物资配送领导小组，组

建专班，实施“三专”“四优”工作机制，对整车

运送的防疫物资专车直投，简化交接流程，加快

处理速度，累计发运防疫物资 85.32 万箱（件）、

7.08 万吨。按照湖北省、武汉市防疫指挥部安

排，承担省红十字会、省慈善总会、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武汉市红十字会的防疫物资的专项

配送工作，累计配送 42.55 万箱（件）防疫物资。

他们抽调 20 名骨干组成专班，按照车等物资的

原则，统一调配运输资源，确保防疫物资随到、

随配、随送，第一时间送到抗疫一线。先后运送

“人工肺”、呼吸机、“干细胞”等重要物资到各

大医院，为“生命接力”抢时间，为援鄂医疗队

运送个人物资和重要医疗设备，一路保驾护航。

武汉邮区中心局以使命必达的速度和家国

情怀的温度，展现了“国家队”的实力与担当，

邮政品牌形象深入人心。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湖北省邮政管理局、武汉市交通运输局、武

汉市邮政管理局、武汉市洪山区住建局、韩红爱

心慈善基金会、华大基因公司等先后发来感谢

信，对邮政人“讲政治、顾大局、有担当，召之即

来，来之即战”的顽强作风和使命担当表示衷心

感谢和崇高敬意。中央及地方多家媒体连续报

道武汉邮区中心局抗疫工作，累计刊发、转载宣

传报道数量已超过 500 余篇（条）。2 月 6 日的

央视直播，累计在线观看人数超过 7000 万人，

受到集团公司高度肯定。

坚持“精准施策”战术总原则，采取有力有

序、科学周密举措，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做阻击

战的最佳践行者，全局无一例因工作感染新冠

肺炎。他们严格落实“三消毒”制度，每天对进

出车辆、进出口邮件、处理场地进行喷洒消毒，

确保寄递渠道安全；严格落实员工防护制度，为

员工配备口罩，为抗疫一线人员配备手套、防护

服、护目镜；严格落实现场封闭管理，严把入口

关，三个出入口并为一个出入口，安排专人检查

人员健康绿码及佩戴口罩情况，经体温测量正

常后方可进入大院；严格落实“双测温双报告”

制度，密切关注员工及家属的身体状况，做好疫

情监测、排查、预警等工作，切实做到早发现、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集体：中国邮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飞行部

忠于使命  勇于担当  为夺取抗疫胜利贡献邮政力量
中国邮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飞行部在公司

党委坚强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邮政企业的社会担当放在首位，先后承运了多

个国家部委及集团公司交运的新冠肺炎毒株、

“干细胞”、体外膜肺氧合机等物资，以及转运来

自白俄罗斯、荷兰、德国等 10 余个国家及地区

的抗疫物资，累计执行防疫专（包）机任务 28 架

次，运送物资 411.9 吨。复工复产以来，安全飞

行 11646 小时，顺利保障了 5725 架次航班任务，

成为全国民航系统首家也是唯一全面复工复航

的航司，为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胜利作出了

突出贡献。

面对严峻形势，飞行部全面落实防控工作

要求，成立防控和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按照认

真、科学、冷静、快速的原则，结合民航最新防控

技术指南和防控指令，五次动态修订飞行系统

应急处置预案，同步跟进调整基础工作、专包机

保障、机组重点防护和特殊情况处置，实现了无

一员工感染、无一任务延误。

春节前夕，接到公司疫区专包机任务预先

号 令，全 体 员 工 立 即 进 入 24 小 时 待 命 状 态，

主要骨干力量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迅速返岗。

737/757 双机型 23 套备份机组编排完成，70 名

飞行员进入执勤状态。

为保障专包机任务顺利实施和机组成员个

人安全，飞行部相继出台多项规章制度，为顺利

完成航空货运各项任务提供有力支撑。以王晓

辉、黄宏佳、华斌、文建民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飞

行人员，纷纷主动请缨，积极参战。副中队长、

共产党员王晓辉作为邮航第一个主动请战、第

一批进入疫区执行专包机任务的机长，逐一为

后续机组提供运行提示和防护体会，保证了邮

航向疫区运送抗疫物资任务的全面执行。在党

员骨干的影响和感召下，不少同志思想向党员

看齐、行动上向党员学习，田松、张远逸等同志

在任务间隙向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积极投

入抗疫一线接受组织考验。

在执行抗疫物资专包机任务的同时，飞行部

从机组派遣、人员防护、飞行员食宿等多方面为

全面复工复航做了充分准备。鉴于各地疫情防

控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不少酒店拒绝湖北籍人员

和飞过国际航班机组入住，给顺利复航造成极大

困难。飞行部依据国家政策主动沟通、反复协调，

征得了大多数外委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外委单

位保障情况日报表》已经成为公司运行决策的

一个重要依据。针对民航及铁路部门大量航班、

车次取消，节后开航部分公司飞机均在外站的情

况，采取整体统筹、就近安排的原则，确保每名机

组成员都能精准派发、正点运行。

为确保任务安全圆满连续完成，飞行部采

取了相对固定机组、配置专业防护、实施集中隔

离的应急安全措施。大年初二起，王晓辉、张晓

明、付少腾机组就一直坚守在专包机运输一线。

为帮助机组消除后顾之忧，飞行部每日电话询

问、每周两次专程慰问连续执行任务、集中观察

的机组，并给他们的家庭送温暖，帮助解决后顾

之忧，飞行人员求飞敢飞精飞积极性空前高涨。

疫情考验着每个人的意志，疫区人民也牵动大家

的心，2 月 4 日，飞行部就发起了“战胜疫情、邮

我同行”募捐活动，募集 38366 元购置防护眼镜、

手套等 24630 件支援武汉防疫一线。2 月 27 日，

飞行部响应集团公司号召，再次捐出 10400 元，

体现出了灾难面前大爱无疆的精神品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个人：武汉市江岸区邮政分公司上海路投递站投递员徐龙

牢记初心使命  在逆行中绽放绿色的希望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邮政分公司上海路投

递站投递员徐龙参加工作以来，4000 多个工作

的日日夜夜，累计妥投邮件 40 余万件，从没有

发生过遗失和延误，信件妥投率达到 100%。疫

情防控期间，他连续 60 余天奋战在投递抗疫一

线，累计运送防疫物资 7000 余件。

今年 32 岁的徐龙退伍后到武汉邮政工作，

先后任邮运驾驶员和投递员。年初，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武汉市交通全部停运，原本拥挤的公

路上显得格外冷清。而此时，一辆“邮政绿”呼

啸而过，车厢里装了大大小小 100 多个包裹，

紧急送往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等几

家重点医院，运送这些防疫包裹的人正是徐龙。

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盒等医疗物资不断

告急。为保障物资供应，拓宽这条生命通道，徐

龙主动报名参加了应急突击队，主动请缨运送

各大医院的防疫物资，每天要在这座城市来回

穿行 10 个小时。他所在的投递点位于市中心

核心地段，辖区内有两个收治患者的定点医院。

出门 200 多米，就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

商业职工医院距投递站不足 3 公里，此外还有

方舱医院、上百家药房。

疫情暴发之后，武汉医疗物资紧缺。很快，

包裹从全国各地寄来。有的上面写明了收件医

院和联系人电话，有的箱子外面只写了给哪家

医院，投递困难瞬间增加。每天 7 点多，载着快

件的大货车停到投递点，徐龙和同事开始分拣，

随后迅速送往各家医院。有时一天下来，投递

点能收到六七百件快递，徐龙最多时一天送过

150 多件。他每次送物资到医院，医生们都早

早等在门口。穿着连体的防护服，骑车、搬东西

着实不便。有时，搬货送货没几趟，防护服里就

出了汗，口罩里也生出潮气。但徐龙知道，早送

去一分钟，医护人员就能早一分钟得到防护，这

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妻子。

徐龙的妻子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

的一名护士，所在医院正是最早集中收治感染

患者的定点医院。夫妻二人双双请缨，奔赴一

线。一个在医院救死扶伤，一个每天在运送防

疫物资，在这个特殊时期，“白衣天使”与“绿衣

天使”成了最令人心疼的群体，一家五口更是分

居三处。疫情当前，来不及犹豫，来不及胆怯，

两人冲上一线，用“天使”的守望，保卫着自己

的家、自己的城市！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正是徐龙多年认真踏

实的工作以及此次抗疫战斗中的突出表现让他

得到了社会多方的关注。《中国邮政报》《凤凰

网》《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先后采访报

道他的先进事迹，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美誉，树立

了中国邮政良好的社会形象。

60 多个日夜，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主动冲

在最危险的地方，徐龙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哪里

有需要，哪里有召唤，邮政人就出现在哪里，就

保障到哪里”的担当和奉献。2 月 25 日晚，凭

借其出色的表现，徐龙成了武汉市邮政分公司

抗击疫情期间“火线入党”第一人，面对鲜艳的

党旗，他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

产党预备党员。

危难时刻显本色，大事难事看担当。无论

是在日常工作中，还是抗击疫情期间，徐龙始终

冲锋在前，迎难而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

邮政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在平凡的岗位上成

就了不平凡的人生，以无怨无悔的付出和奉献

感动了千万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个人：邮储银行随州市分行驻村第一书记兼精准扶贫工作队队长刘强

织密疫情“防控网”  当好村民“守护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岗位就是战

场，“逆行”就是彰显党性。今年 1 月 27 日，随

着湖北省随州市委、市政府的一声令下，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随州市分行派驻湖北省广水市武胜

关镇泉水村担任第一书记的刘强带领“驻村扶

贫工作队”就地转换为“驻村疫情防控队”。队

长、村委会主任、“湾长”、族长“四长”同结心，

织密一张张“防护网”，甘当群众的守护神；宣

传员、劝导员、卫生员、测量员“四员”齐上阵，

筑牢一道道“稳心墙”，争做百姓的主心骨。疫

情防控期间，刘强带领工作队始终驻扎在村、生

活在村、防控在村、责任在村，同泉水村“两委”

干部一起率领 312 户 1192 名群众奋力实现了

“零感染、零疑似、零确诊、零死亡”的战疫目标。

1 月 26 日，驻村工作队提前采购了消毒液、

医用酒精、医用口罩、体温计等物资，以备急时

之需；刘强还耐心动员村外成功人士先后捐赠

口罩、红外线测温仪、消毒液、体温计等物资，解

了全村防控疫情的燃眉之急；对 8 处出入路口

实行了物理阻断，率先实行封闭式网格化管理。

由于预先准备、抢占先机、部署及时，早早就切

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泉水村的防控措施作为

村级防控经验在广水市得到了全面推广。

刘强召集全村退役军人，率先在全市乡村

防疫中落实网格化防控区块化管理责任制，组

建“一队 6 组”各负其责。“一队”就是驻村疫

情防控队；“6 组”分别为卡口排查组、体温测量

组、物资配送组、教育宣传组、卫生消毒组、火情

应急组。刘强依据全村地理位置划分成两个“小

区”，然后以 7 个自然湾为单位，把“两小区”再

细分成 7 个“自然块”，由村“两委”指派一名党

员或有诚信、威望高的爱心人士充当“湾长”。

编织“一张防控网”包户到人。1 名队长、3 名

村委会主任、7 名“湾长”、7 名族长带头做好同

姓同族、亲朋好友以及左邻右居的村民思想工

作，管控到湾、包户到人。

为避免交叉感染，疫情防控队在入户为

1192 名村民测量体温的实践中，摸索和总结

出了“一日两测”六步法流程——配发：村委会

在刘强的建议下，果断出资统一为各个在村居

住的农户购买、配发 1～2 支水银体温计，全村

1192 人共配发 306 支；自测：村民居家自觉做

到“一日两测”；报告：村民通过电话、短信、微

信等非接触方式，向“湾长”或村委会主任报告

测量结果；统计：村委会统一记录、造册、填表与

上报；复测：对于体温高于 37.3 摄氏度的村民，

村医直接上门用红外线测温仪专业复测体温；

处置：要么集中留观，要么隔离救治。泉水村采

取“村民居家自测”与“村医入户复测”相结合

的科学方法，既减少了交叉感染的风险，更提高

了测量的效率，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确保了

全村 1192 名村民的体温测量零遗漏、无死角。

为让村民持续做到不串门、不扎堆、不聚

集，刘强率领疫情防控队与村“两委”干部一起，

立足现有条件，千方百计让村民宅得住、待得

久、静下心，稳定了人心。疫情防控队租用了小

货车、小三轮车各一辆，申请办理了 2 张临时通

行证，成立了生活用品代购与配送专班，针对弱

势群体，每天安排志愿者集中采购和批发，回村

后再由“湾长”直接送货到村民大门口自取，避

免了村民集中领取与交叉感染。73 天内，累计

为村民采购各种生活用品、药品 480 余份，价值

68000 元，服务方便 312 户群众，极大地缓解了

村民居家隔离的生活需求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