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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专刊〕 

 

市委宣传部聚焦疫情防控锤炼作风能力 

 

3 月份以来，市委宣传部将疫情防控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检验“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主战场，在疫情防控大考中发

挥宣传职能作用，锤炼过硬作风，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营造了

良好宣传舆论氛围。 

党建引领，点将阅兵火线出征。身先士卒，率部出征。压紧

压实党建主体责任，快动员、快落实。3 月初，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孙立杰带领两位分管部长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抽调宣传

教育处、新闻出版处、新闻发布处等业务处室，及市委网信办等

单位精干力量，组成前方工作组分赴黄岛、莱西等疫情防控一线，

24 小时值守、持续作战，建立统筹指挥调度的新闻舆论应对处

置机制。尖兵驰援，直奔前沿。选派党员干部参加莱西抗疫专项

工作组，累计参加 15 轮次、1.5 万多人次的全员核酸检测，参与

制定防疫“十要明白纸”，提出社区防疫手册修订意见和优化核

酸检测流程建议，开展“抗疫有我，我为党旗添风采”主题党日

活动，彰显了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时代风采。应征请缨，一线冲

锋。部机关 60 余名党员积极报名，主动要求深入一线参加志愿

服务。选派 8 名党员先锋分赴八大关、太平角、金口路等社区，

沉浸式参与 3 轮全员核酸检测，协助做好现场信息录入、秩序维

护、人员流调、物资搬运等工作，展示了宣传干部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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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作战，坚守舆论引导“前沿防线”。立体报道，纵深宣

传。组织制作新媒体产品 1600 余篇（条），总浏览量 9750 余万，

开展“致敬逆行者”等 18 个主题宣传，三大网络“天团”自媒

体大 V 创作抗疫作品 20 余篇，阅读量超 1100 万。央视新闻频道、

山东电视台等累计刊播报道 1000 余篇（条）。聚焦战“疫”，

随时发布。以每天 1-2 场的频率，接续召开新闻发布会 24 次，

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跟进报道，中央、省、市部分网络

媒体现场直播。“青岛发布”发布相关图文、视频信息近 500 篇，

阅读量超 2000 万人次。联动出击，引导舆论。会同公安、网警

及有关平台依法处置虚假、谣言信息，化解舆论风险。如第一时

间发布“青岛封城”辟谣公告后，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和部

分中央媒体主动转发，迅速击碎谣言。  

多路跟进，同向发力巩固后方阵地。社会宣传同频共振。全

市 3000 余块电子显示屏、1 万余个公共车载电视日均播放 60 余

万次，政务微博、微信、微信群等转发防控政策等 5000 余篇（条），

依托“青岛 e 家”平台，推送抗疫信息直达村庄、社区一线。文

艺宣传应时而动。开展“文艺战‘疫’艺暖民心”主题宣传，推

出红色云舞台、绿色云课堂等 5 个板块的系列线上文化活动，市

属 11 家文艺家协会和市文化馆创作各类抗疫作品 1000 余件。志

愿服务即时响应。3 月 12 日，第一时间跟进全市“动员令”，

发出志愿服务倡议，依托 5000 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集结 20 万余名志愿者、3200 余支志愿队伍，助力疫情防控。 

（机关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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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五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我市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依托各级文明实践阵地，深入

开展“五为”志愿服务活动，把最暖心的服务送到最需要的群众

身边。 

“为老服务”情暖“夕阳红”。针对高龄、独居、失能、空

巢老人群体，广泛开展“敲门”服务，把核酸检测、生活照料、

精神陪伴等送到家门口、炕头上，确保老年群体应检尽检“一个

也不少”。科学规划老年志愿者服务内容、时长，万余名老年志

愿者主动参与一线防疫，展现老有所为的良好社会风尚。 

“为小服务”助力阳光成长。围绕理想信念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主题开展志愿宣讲，融入线上课堂。搭建 11 条心理援助热

线，组织 200 余名青少年心理援助志愿者，24 小时轮岗在线服

务 3000 余人次。通过捐助设备、技术指导、在线答疑等，帮助

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做到线上学习“一个也不缺”。 

“为困服务”解决实际难题。发挥平台作用，线上“点单—

派单”，为疫情中受阻受困的个人或单位、企业，提供政策帮扶、

法律援助等。组织志愿者赴 1000 余家企业进行政策宣讲、协助

核酸检测等。以需求为导向，为残疾人、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

员“量身定制”健康保健、暖心陪伴等志愿服务菜单 2000 余份，

精准服务特困群体。 

“为需要心理疏导和情感慰藉群体服务”呵护心灵健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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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市、区（市）、镇（街）三级服务热线，600 余名志愿者“一

对一”开展心理疏导。组织“网红天团”以视频、直播等形式为

群众解疑答惑和情感慰藉。青岛志愿服务学院推出“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培训”系列微课程，将心理健康知识融入志愿者岗前培训，

帮助志愿者保持良好精神状态。 

“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织密服务网格。全市应急救援志愿

服务队全面“上线”，20 余家市直单位发布倡议书、招募令，

号召 20 万余名志愿者、3200 余支志愿服务队下沉到 5000 余个文

明实践阵地，广泛开展防疫知识宣讲、应急救援、消毒消杀等服

务，保障基层工作正常运转，筑牢战“疫”防线。 

（文明实践工作处） 

 

市北区多措并举扛起疫情防控文明责任 

 

市北区各级文明单位坚持示范引领，广大道德模范、文明市

民勇当先锋，下沉 22 个街道 137 个社区各个检测点、小区楼院，

积极协助街道、社区做好疫情防控服务保障工作，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贡献文明力量。 

用爱心擦亮文明单位金字招牌。由 200 余个文明单位抽调的

918 名机关干部，组成了 22 支疫情防控突击队，与街道、社区

工作人员在抗疫一线擦亮“文明单位”金字招牌，用行动书写文

明单位责任担当。各级文明单位组织机关党员干部、法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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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志愿者直奔抗疫现场，搭建核酸检测点，捐献运送急救物资，

全面助力抗疫工作。中青建安、山东海洋发展有限公司、港投咨

询有限公司等企业文明单位，派遣志愿者参加疫情防控的同时，

还积极进行专项捐款捐物，深入开展“为奉献者奉献”活动。 

用行动展现道德模范文明力量。区内 1300 余名各级道德模

范、文明市民坚守抗疫一线，展现道德模范文明力量。省级道德

模范青岛笑姐志愿者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宋桂华利用公众号开

展“红色讲堂”线上宣讲，团队志愿者分别作出“不信谣不传谣”

承诺，毕君华、崔百凤、王智华等省、市、区级道德模范及志愿

团队成员就近投身所在社区抗疫一线。山东好人、青岛市文明市

民、市北区汇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高级社会工作师徐从德组织志

愿者，携手街道社区参与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工作。市级道德模范

青岛喜康助老服务中心主任薛伟，带领志愿者入户提示、捐赠物

资、维护秩序。市级道德模范春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负责人

崔永兰组织残疾人志愿者，下沉社区疫情防控一线奉献爱心、回

馈社会。 

用倡导放大社会效应提振士气。区人大、区政协、团区委、

区妇联分别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青年团员、广大妇女发出倡

议，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向全区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发出行动

倡议，携手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各级文明单位、各志愿团队制

作传播数百条易于理解、便于传播的短视频、图文等，个性化宣

传疫情防控。推出“关爱未成年人抗疫应急心理服务热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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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长及居民及时提供专业心理援助。制作动图版《疫情防

控防护指南—志愿者篇》，为抗疫志愿者提供精准指导。各类文

明宣传微信群自觉转发官方发布疫情防控信息，形成强大社会效

应。 

（市北区委宣传部） 

 

平度市多措并举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平度市坚持线上、线下齐发力，形成立体化、全覆盖、多形

式的疫情防控宣传态势，持续打好疫情防控宣传“主动仗”，为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凝聚强大合力。 

注重宣传引导，凝聚疫情防控正能量。充分利用各类宣传阵

地，用好“报网端微屏声”全媒体传播矩阵，通过“平度发布”

“文明实践在平度”“掌上平度”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等

各种方式，开设“健康科普”“‘疫’线由我，志愿为民”专栏，

运用多种形式发布疫情防控知识，3 月份以来，市内主要媒体相

关平台共发布各类疫情防控信息 300 余篇（条），创作《新冠疫

苗打不打》等短视频共 70 余条，全方位宣传疫情防控动态信息、

政策解读、工作进展、一线做法、暖心故事和先进事迹，提高群

众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展现平度市社会各界戮力同心、共同抗

疫的生动画面。其中，“新冠疫苗打不打”播放量达 480 余万、

“山东疫情速报”播放量近 200 万、“平度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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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提醒有疫情旅居史人员主动报备”播放量 33.1 万。社会宣

传七个动起来（大喇叭响起来、标语横幅挂起来、宣传栏贴起来、

屏幕亮起来、明白纸送起来、微信转起来、志愿者忙起来）覆盖

全市 298 个新村，广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和要求，引导市民提高

自我防护意识，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 

强化舆情管控，筑牢疫情防控网上防线。严格落实互联网舆

情信息监管机制，及时启动网络舆情应急响应，24 小时严密监

控，对网上不良、不实信息，第一时间发现、及时上报、及时引

导、及时研判、及时处置，避免网络舆情发声、发酵。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准确发布权威信息。我市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后，第一时间通过“平度发布”“平度卫生健康”“健

康平度”“爱平度”“掌上平度”等微信公众号平台先后发布确

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信息，阅读量均突破 10 万+。及

时发布《平度市关于划分封控区、临时管控区的通告》《关于居

民拒不执行核酸检测政策有关处置措施的通告》等政策规定，指

导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做好相关疫情管控措施，回应社会关切，消

除群众疑虑。 

精准对接需求，志愿服务打通疫情防控宣传“最后一公里”。

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作用，由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站长带头，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当起“播音员”，用居

民听得懂、记得住的平度方言“硬核”普及疫情防控知识，传达

最新疫情防控要求；当起“咨询师”，学习疫情常识、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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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知识，深入老乡家中，为有需要的村民提供咨询服务，缓解焦

虑情绪，及时了解返乡人员动态信息；当起“宣传员”，印刷明

白纸分发到户，制作横幅及海报，张贴在各城乡重要通道、村居

重要出入口。截止目前，已布设 360 余条横幅，发放宣传材料

17000 余份。积极招募储备各类志愿者千余名，聚焦疫情防控，

精心组织志愿服务活动，分类组建政策宣传、小区值守、帮办代

办等方面的志愿服务队伍，积极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发

挥广大志愿者在宣传普及、排查治理、提供保障、专业服务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全市志愿者在“德润平度”APP 打卡各类抗疫志

愿服务活动达 400 余次。全市百余名道德模范积极响应，以实际

行动投身到防控消杀、村口执勤、捐赠物资善款、维护核酸检测

秩序等工作中，不断传递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好人力

量”。 

（平度市委宣传部） 

 

莱西市精准施策筑牢疫情防控社会宣传防线 

 

莱西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宣传引导工作，广泛发动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积极响应疫情防控指挥部号召，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构筑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强社会宣传防线。 

明确宣传内容，丰富宣传形式。先后制定下发做好疫情防控

社会宣传工作的通知等系列文件，组织录制包含《科学防护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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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配合全员核酸检测》《居家防护有保障》《非必要不出门》

《开通问诊用药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服务热线》等在内的疫情防

控音频、视频 30 个，发动全市各镇街、单位发挥好 1100 余个农

村大喇叭、1000 余个微信联络群、300 余块 LED 显示屏作用，

高频率播放、转发系列音频、视频，出动各类宣传车 20 余辆，

无人机 2 架，悬挂、张贴疫情防控标语口号 15000 余幅，印制张

贴宣传海报 2 万余张，做到镇街、单位、村居全覆盖，群众入脑

入心见行动。开通服务群众日常生活热线电话，安排多名工作人

员参与热线电话接听，记录、解答、转办群众反映问题，普及防

疫知识、疏导群众情绪，解决群众问题。对宣传引导广大群众响

应疫情防控指挥部号召，积极参与落实居家防护、科学核酸检测、

全面环境消杀、有序就诊购物等防控举措，起到了畅通信息、稳

定情绪、维护社会秩序的有力有效作用。 

出台政策文件，提高群防群控效果。充分发挥德治体系、信

用平台的激励作用，制定出台疫情防控工作德治和信用建设的规

定，将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捐款捐物等工作纳入道德积分和

信用管理，激励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和广大市民在抗击疫情期间遵

守防疫规定，积极作为、踊跃参与。起草并组织广泛宣传《致全

市广大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的倡议书》《关于进一步发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作用统筹志愿力量助力打赢疫情防控战役的通

知》《致全市人民的感谢信》，号召广大市民和志愿者积极支持、

参与疫情防控，有力有序参与联防联控，齐心协力巩固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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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控成果。 

创新活动内容，巩固防控效果。通过“科创莱西”“信用莱

西”微信公众号开展“春‘莱’花开 战疫有我”科普知识有奖

答题活动，组织发动群众通过居家线上答题的形式，提升广大群

众科学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控能力，助力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开展疫散春“莱”“西”望花开抗击疫情主题文艺创作活动，充

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独特优势，运用多种形式宣传抗疫知识，展示

一线工作人员担当奉献精神，弘扬抗疫精神，讴歌疫情防控战役

中涌现出的感人事迹，鼓舞全市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制定下

发《关于开展无疫村庄、无疫小区、无疫社区和无疫镇街创建行

动的通知》，组织全市各镇街压实工作责任，积极引导群众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形成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良好局面，推动以最

快速度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奠定坚

实基础。截止目前，已下发《莱西市创建“四个无疫”工作简报》

20 期，刊发基层经验做法 9 篇。 

（莱西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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