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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旗飘扬在疫情防控和强边固防一线 

 

当前，全球疫情持续肆虐，东南亚疫情日益严重，边境疫情

防控关系全国防控大局。云南省作为祖国的西南大门，“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共青团云南省委在云

南省委和团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做到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

向，建立全省共青团组织联防联动机制，团结带领广大云岭青年，

以“镇守边关、视死如归”的决心和意志，积极主动投身党政军

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总体战、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立体战、疫

情不退我不退的持久战、百万边民齐上阵的人民战争，凝聚起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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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和强边固防云青力量。这股力量，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为

一线倾注心血的各级各类团组织，是飘扬在一线的团旗，是闪耀

在一线的团徽，是回响在一线的团歌，是展示在一线的志愿者标

识，是一个个奋战在平凡岗位的集体和个人，他们用默默的付出

诠释着当代青年应有的担当。 

全面联动凝聚青春合力 

团省委及 16 个州（市）团委及时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在省委、各州（市）党委政府和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领导下开

展工作，不断强化组织联动、人员联动、保障联动、宣传联动，

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奋战在疫情防控和强边固防一线。 

组织联动，助力强化一线力量。在边境一线成立临时团支部

144 个，开展一线主题团日 800 余次。组建抗疫青年突击队 2000

余支 9 万余人，累计招募队员 9 万余人，参与构建人防、物防、

技防全方位防控体系，在值守卡点、高速卡口参加 24 小时轮班

值守、巡逻，深入社区、村组协助党政部门力量开展网格化管理、

边境管控、疫苗接种、核酸检测、防护宣传、政策解读、物资运

送、人员车辆登记排查等工作，参加边境常驻卡点、抵边联防所、

集中隔离点、安置场所、物理隔离阻拦设施和“智慧边境”建设。

日均超 16 万青年战斗在抵边疫情防控工作之中，3200 多名团干

部奋战在边境防控一线。 

人员联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组建“团干部+西部计划志

愿者+团员青年+青联委员和青年企业家”的志愿服务队 47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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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167 万余人，开展各领域志愿服务累计服务时长超过 3000 万

小时，服务人数超过 785 万余人次；参与开展爱国卫生“7 个专

项行动”5.6 万余次，提升人居环境水平，创造健康卫生生产生

活条件；开展“6+n”志愿关爱行动，为 2700 余名医护人员家庭

送去爱心礼包；关心关爱受疫情影响家庭和抗疫一线工作人员家

属子女，开办“七彩假期”“四点半课堂”，为 7 万余名学生提

供作业辅导、爱心陪伴服务；发挥 12355 服务平台作用，成立由

具备专业素养和执业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律师组成的专业公益团

队 26 支，面向广大青少年提供心理健康和权益保障等服务。 

保障联动，大力提升保障水平。积极呼吁社会各界参与疫情

防控捐赠，广泛动员青年企业家、青联委员和团员青年捐献爱心，

通过“一部手机找团团”等平台，多渠道募集资金物资。截至目

前，累计募集捐款 1560 余万元，医用口罩、防护手套、消毒水

等医疗物资 18.9 万余件（套），方便面、矿泉水、牛奶等生活

物资 12.6 万箱（件），捐赠物资价值 1266 万余元。疫情发生以

来，团省委和 16 个州（市）团委累计拨付特殊团费 408 万余元，

用于支持基层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宣传联动，积极营造浓厚氛围。高位推动疫情期间舆论引导

工作，举办抗疫主题分享会、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5000 多场次，

发放线下宣传资料 194 万余份，广泛宣传解读疫情防控知识、政

策；充分发挥团属新媒体作用，在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微博号、

B 站等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累计发布疫情防控信息 56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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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点击量超过 5300 多万次；录制短视频 1400 多个，创作书法

作品、手抄报、作文等 2 万余份。成立网络舆情引导志愿队伍

583 个，组织网宣骨干 7100 多名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青年关注

的热点问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基层团组织共筑防控“长城”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发生以来，各级团组织

特别是边境州（市）的基层团组织闻令而动、主动出击、周密部

署、高效运作、攻坚克难，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和强边固防工作，

为夺取防控斗争胜利贡献青春力量。 

在西双版纳自治州勐海县，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团县委发动广大团员、青年志愿者组成疫情防控突击队，统筹协

调、挂图作战，班子成员既挂帅又出征，自上而下一线作战。及

时发布青年志愿者招募令，高效集结全县各级团组织青年志愿者

力量，招募志愿者 4000 余名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迅速组建青

年突击队 74 支、志愿者服务队 117 支，勇当抗击疫情“排查兵”、

疫情防护“宣传员”、共克时艰“公益者”、群众安全“守护者”，

在各卡点、边境巡逻线、医学观察安置点、村（社区）排查工作

中，共青团旗始终在战“疫”一线飘扬，“红马甲、小红帽”的

身影始终挺立于边境防控一线。 

在孟连海关，作为中缅边境一线最偏远、最艰苦、任务最繁

重的边关，海关团支部立足行业特点和工作实际，全力阻击口岸

疫情，成立“孟连海关青年战役突击队”，带头开展运输工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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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检查、货物查验、口岸区域卫生消杀，疫情防控以来累计监管

进出境运输工具 22 万余辆次，卫生检疫 35 万余人次。积极支持

复工复产，加强应急值守、加班加点验放货物，开辟绿色通道，

优先保障疫情防控物资、生活物资快速通关，2020 年口岸进出

口贸易量达 201 万吨 66 亿元，口岸边民互市贸易总值达 12.14

亿元，实现逆势增长 23.65%。全面强化监管打私，成立以青年

为主力的口岸监管查缉工作组，毫不松懈抓好监管打私工作，

2020 年口岸监管现场查发案件 83 起，检出有害生物 64 批次，

查获侵权及假冒伪劣商品案件 47 起；一次性查获走私入境军用

子弹 1000 发，查获走私毒品冰毒 4 起共计 34 千克，走私出境易

制毒及有毒危险化学品 40.72 吨。 

在昆明长水机场，由各业务现场青年骨干组成的机场海关疫

情防控青年突击队，凭着过硬的专业素养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在

昆明空港口岸筑起一道抗击疫情的“铜墙铁壁”，扬起助力企业

复工复产、促进外贸稳增长的“徐徐春风”。2020 年，监管进

出境航班 7 千余架次、旅客 53 万余人次，开辟“绿色通道”提

供全天候 24 小时预约加班服务，验放防疫物资价值 3.2 亿元；

指导属地企业做好延期缴税计划、用好滞纳金减免政策，减免滞

纳金共计 430 万余元，惠及企业 20 余家；压缩航空公司“客改

货”航线备案时间，备案开通“客改货”航线 23 条；增设口岸

采样“方舱”，积极保障中国昆明至孟加拉国达卡、斯里兰卡科

伦坡、老挝万象等 10 条国际航线逐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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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青年扎根一线贡献力量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省广大团员青年们签下请

战书、穿上防护服、加入志愿者，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勇挑重

担、冲锋在前，踊跃投身国门抗击疫情和稳边固防最前沿。 

保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冠肺炎防控实验室检测组，由 9

名年轻人组成，作为疫情之初保山市唯一具备新冠病毒检测条件

的实验室，他们冒着易感风险进入封闭的实验室对标本开展病毒

核酸检测，与病毒零距离接触，为救治患者、追踪密切接触者提

供依据，凌晨四五点走出实验室是他们工作的常态，工作任务重

的时候甚至连续工作多个通宵。为了避免生物安全事故发生，实

验室里不允许装空调，他们穿着密闭不透气的防护服，到了夏天，

高温难耐；为了节约宝贵的防护物资，进入实验室后，他们要尽

量避免中途出来，不吃不喝，小便依靠纸尿裤解决，一呆就是七

八个小时。他们用日以继夜地辛苦付出，肩负起了守护 263 万保

山人民生命健康的职责。 

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勐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阿里分站

办事员民警张忠虎，2016 年入伍以来，始终扎根边境一线，战

斗在出入境边防检查、边境管控、打击整治跨境违法犯罪最前

沿。特别是疫情防控战斗打响以来，他闻令而动、毫不退缩，

赤胆忠心、义无反顾，加入单位边境封控组并成为骨干成员，

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深入边境一线开展巡逻

踏查、修筑边境封堵设施，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 32 起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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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缴获各类毒品 40 余千克、各类走私香烟 3500 条，精准高

效验放出入境旅客 1.8 万余人次，查获在逃人员 1 起 1 人。在防

范境外疫情输入紧急警情战斗中负伤后，张忠虎仍坚守岗位，

用生命践行着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崇高品质，捍卫着国门边

境防疫防线。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团委宣传部部长杨成，在 2020

年 3 月底医院接到省卫生健康委出征缅甸执行医疗援助任务后，

主动请缨，加入“中国政府援缅抗疫医疗专家组”逆行出征，先

后两次赴缅甸指导抗疫工作。在缅工作期间，杨成与团队成员严

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恪尽职守，每天克服日均 40 多度的高温

酷暑和交通不便等困难，先后到 43 家医疗机构进行实地走访调

研，因地制宜为缅方提出了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等工作建议，并

提供了 14 份中国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及感染控制等相关中英文

资料；累计召开座谈交流会 42 次，开展疫情防控技术指导 43 次，

举办培训班 25 次，培训专业技术骨干和师资人员 439 人，为强

化边境联合管控，筑牢边境疫情防控防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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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团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省直机关工委，团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 

发：各州（市）团委，省直机关团工委、省金融团工委、省非公

经济组织团工委，驻京团工委，各厅局、企业、高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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