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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舱门到家门 长宁是这样构建防疫闭环的

本 报 讯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委书记
李强关于抓紧抓实抓细严防境外疫情输
入各项工作的指示要求， 结合3月15日市
政府关于研究针对重点国家入境人员的
社区管控工作专题会议精神，长宁区地区
工作组通过更严格的制度安排、更专业的
岗前培训、更人性的服务手段、更高效的
运转机制、更及时的物资保障、更密切的
协调配合
“
六个更”工作法，第一时间升级
疫情防控标准，从严从紧落实境外疫情防
控工作，构建从舱门到家门的防疫闭环。

人员工作培训会》，通过具体培训、代表发
言、动员讲话、防护知识讲解、带班领导经
验分享几个环节增强培训的专业性。 值得
一提的是本次培训在3月6日岗前培训的
基础上，增加了浦东机场组带班领导的培
训环节，及时把工作一线的工作情况与大
家作了分享交流，并对前期工作的要点作
了总结和提示，帮助即将上岗的工作人员
更加全面、 深入地了解现场的工作情况，
也从很大层面上缓解了大家的岗前焦虑
情绪。

更严格的制度安排

更加高效的转送流程

在地区工作组前期制定的关于重点
国家入境人员防疫工作相关文件制度基
础上，制定《关于做好重点国家入境人员
抵达机场和转送工作人员职责》， 针对新
政新增的工作要求， 一是明确人员安排、
工作流程、 工作职责三个方面的具体安
排，确保人员有保障、流程运转顺、职责落
到人；二是设计《转送流程图》，图文结合
帮助待上岗人员感性化理解工作流程；三
是制作《告知书》，提供重点国家入境人员
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的选择，尤其是居家
隔离标准提高后的提示，第一时间预告重
点国家入境人员转送工作流程。

根据《关于从严从紧落实重点国家入
境人员居家隔离措施的通报部署》中严格
接送方式、增加测试环节、强化居家隔离
标准的几个最大变化，地区工作组及时转
变原有的机场转运工作模式，从重点国家
入境人员出关起，在信息登记环节增加告
知书的发放和填写，明确告知居家隔离升
级标准以及选择隔离方式，在选择集中隔
离的登记表和告知书上贴蓝标便于后期
区分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的不同工作对
象； 在集中转送环节为了减少等候时间，
分两班大巴直送集中隔离人员去集中隔
离点，送选择居家隔离的人员至采样留验
点进行核酸检测。 地区工作组派工作小组
驻点采样留验点，协助做好入境人员的交
接；在街镇转送环节，由于核酸检测需要
6-8小时的等待时间， 地区工作组与医疗
防控组提前规划等待区、检测区、休息区、

更专业的岗前培训
在区级机关工作党委的支持下，地区
工作组于3月19日上午组织召开 《重点国
家入境人员抵沪集中接送工作机关增援

行李区， 科学合理安排检测等待流程，并
利用等待时间与街镇进行充分对接，对于
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的相关人员一律转
为集中隔离，通过前期更加专业的岗前培
训以及已经形成的工作经验，确保了整个
转送流程严丝合缝、无缝对接，真正做到
从严从紧形成管控闭环。

更加人性的服务手段
最好的服务是能够站在服务对象的
角度去思考每一个问题。 防控新政出台
后，相关防控手段变得更加严格，针对长
宁区外籍人士较多的具体实际以及服务
对象大多数是外籍人士的特点， 地区工
作组特别制作了 《境外入境人员机场转
送工作流程手绘漫画》，通过可爱的动漫
以及英文解说， 图文并茂帮助重点国家
入境外籍人员理解境外疫情防控工作流
程， 第一时间消除他们由于语言不通而
产生的排斥、恐慌心理，刚中带柔做好防
控工作。

更加及时的物资保障
前方工作的有序运转离不开后方及
时的物资保障。 地区工作组的物资保障组
在前期的工作中发充分挥了后方保障的
作用，通过几个工作群以及实地对两大机
场及采样留验点的实地走访排摸，第一时
间了解前方物资的缺口和最新需求，并根
据最新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流程，一是及时
提供包括各种大小的防护服、 防护帽、防

护手套满足不同身高体重的工作人员需
求；二是加购躺椅等物资保障等待检查结
果人员的适当休息；三是购买包括水果在
内的慰问品保障一线工作人员营养供给，
“
定制化”
“
菜单式”的物资保障，
通过这些
确保前方工作流程运转高效有序。

更加密切的协调配合
境外疫情防控工作开始以来，地区工
作组的工作受到了来自区政府各委办局
及街镇的大力支持和配合，而我们的这支
境外防控队伍也是由来自各委办局的同
志组成的战斗力量。 大家来自不同部门，
更加需要密切的协调与配合才能把这项
工作落到实处。 从一线工作队伍组员之间
的配合到地区工作组与医疗防控组及各
街镇之间的工作配合， 每个工作环节、每
个工作流程都需要配合得当，地区工作组
通过岗前培训、建立浦东机场T1核心工作
群、浦东机场T2核心工作群、虹桥机场T1
核心工作群、入境人员统计工作群、入境
人员接送工作群、临空一号联络组等特定
工作群的多种方式帮助大家充分了解、熟
悉工作流程与自己的合作伙伴， 严丝合
缝，严防境外疫情回流。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变
化，长宁区的防疫措施与手段也在不断升
级，严格中保留一点温情，高效中保留更
多实效，及时中保留更多专业，刚性中带
有些许柔性，这就是长宁构建的从舱门到
家门的无缝式防疫闭环。

城市速递

梅陇城管联动协作共同抗疫
本报讯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1月30日起， 由梅陇镇城管部
门牵头， 以各城管工作站站长为
组长，安监所、派出所、拆违办、居
委组成的多部门联合巡查组，对
该镇商铺、公寓、宾馆等重点场所
开展巡查。在2月25日日常巡视过
程中， 巡查组发现莲花南路
759-761号三层房屋存在安全隐
患、商铺防疫漏洞等多种问题。
2月26日上午， 针对排查中莲
花南路759-761号区域内存在的
问题，巡查组召开综合整治协调会。
根据会议要求， 对该区域内存在的
违法经营、 严重安全隐患以及不符
合疫情防控要求等问题， 立即责令
停止营业，自行整改。当日下午开始

家门口的智能回收“管家”
近日，徐汇区东泉路65号入驻了一名垃圾分类新
“
管家”。 居民可将家中的废纸张、废塑料等可回收
物拿来交给
“
管家”，通过称重换取积分或现金。这名
“
管家”，便是漕河泾街道第一家具备垃圾分类宣传、
绿色账户服务、再生资源交投等复合性功能的两网融合示范点——
—
“
净空间”。
图文 东方 IC

松江试点“
外国人工作、居留”一窗办理

本报讯 在松江区公安分局和松江区科委的通
力合作下，松江近日试点设立了
“
外国人工作、居留”
单一窗口，成为全市首批试点单位。让来办理相关业
务的企业免去了往返奔波的周折， 大大节省办事时
间，为企业加速复工复产助上一臂之力。
日前， 来自日本的藤井一志先生和所在企业人
事人员一起来到区出入境办事大厅， 申请外国人来
华工作许可证和工作类居留许可等。以往，他们需要
往返奔波于区科委和区出入境办， 全部证件下来需
要12个工作日，现在只需前往出入境窗口，即可
“
一
套材料办理两本证件”，不仅免去奔波周折，取证也
只需7个工作日。“
现在有了这个单一窗口，对于我

们企业来说， 大大缩短了办事时间， 现在只要跑一
次，我们就可以把工作证和居留许可证一起办掉。 ”
某外资企业人力资源工作人员陈静介绍道。
据了解，松江区成为上海市首批此单一窗试点单
位，窗口的设立方便了在松经商、就业的外国人和其
用人单位，特别是疫情期间，这一措施也加快了企业
复工复产的步伐。“
我们主要是为了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提升我们内部的工作效能，我们两个部门将原有
的窗口资源进行了整合， 将原有的业务流程再造，将
原本属于两个委办局办理的业务实现一窗受理，并且
一并发证，全面提升了审批时效，也方便了申请人。 ”
区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办公室民警刘佼介绍道。

对该区域内的外来人员进行详细排
查和登记，消除疫情防控漏洞，同时
对存在问题的商户开具整改通知
书，要求在3月4日前自行整改完毕。
经过半个多月的排查跟踪，
截至目前， 该区域仅剩一户业主
因疫情原因，尚未返沪未能整改，
其余14户业主均已做好整改、清
退工作。 巡查组将持续跟进该户
主的返沪情况，一旦回沪，做好隔
离防疫后，督促其落实整改工作。
疫情防控仍是重点工作，绝
对不允许抱有侥幸心理。 梅陇城
管在做好每日巡查的同时， 将加
强疫情防控的宣传， 配合其他职
能部门落实各项防疫工作， 为疫
情防控取得实效出力。

北蔡城管队员在抗疫路上“冲锋陷阵”
本报讯 他，是北蔡城管中队
的城管队员顾静愈。 疫情发生伊
始，他就用退伍军人冲锋陷阵的勇
气、党员同志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畏
精神，冲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
顾静愈用实际行动守护着居
民健康。他所负责的北蔡一网辖区
内有14条道路包括两条村道，共
计778家沿街商铺，城管队员需要
对开业的每一户商铺进行上门防
疫检查和商户登记排摸工作；核实
辖区内重点区域来沪人员。在对位
于莲溪路上的早餐店进行核实的
时候，商户没有开门营业，回沪人
员信息一直无法得到确认，为了排
除这个隐患，他多次和居委一同上
门实地核实，并通过居委的数据找
到店主联系方式。由于疫情关系店
主未回到上海，登记信息是店主女
儿的，但也无法联系到他女儿。 得
知这一情况后，顾静愈把了解到的

信息及时上报中队领导，并通过浦
东新区城管局的信息管理系统成
功联系到了相关人员，并成功核实
到这位来自重点地区的
“
隐形人”。
日常工作中， 街面商铺一旦出
现人员聚集现象， 顾静愈便会及时
前去宣传疏散， 并向店家发放开业
承诺书，让其做好日常疏导工作。 疫
情期间，他时刻待命，坚守岗位，从本
职工作到疫情防控，两手一起抓。 疫
情来势汹汹， 顾静愈主动报名来到
了北蔡村域面积大、外来人口近2万
的中界村做志愿者， 以高度的责任
感、使命感投身到抗击疫情的一线。
在北蔡城管中队， 还有很多
像顾静愈一样
“
召之即来，来之即
战”的城管队员，遇到疫情，他们
以一种战士的姿态守护着城市的
安全和稳定， 相信在党旗的引领
下， 一定能早日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