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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李强赴江苏路街道实地检查疫情防控 、调研复工复产复市情况要求

保持高度警醒 织牢社区防控网络
2 月 20 日， 市委书记李强来
到长宁区，实地检查商务楼宇、企
业和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调研复
工复产复市情况。
李强指出， 当前疫情防控仍
处于关键阶段，要保持高度警醒，
不能有丝毫麻痹懈怠。 必须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把动态防控、科学防控、精准
防控落实到城市常态运行、 企业
有序复工各个环节， 更加精细有
序地织牢社区防控网络， 为奋力
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双胜利提供坚强保障。
动态精准防范疫情传播风
险，最大限度防止聚集性感染

李强首先来到兆丰世贸大厦
检查。 入口处不仅设置了测温、登
记、消毒等流程，还增加了“随申
码”健康验证。 李强一边察看登记
情况，一边询问防控举措。 区里负
责同志告诉市领导，已启动社区、
单位发热人员零报告制度， 楼宇

抓起来， 更好为疫情防控提供有
力支撑。 要把握线上消费、数字经
济、健康产业快速发展机遇，加大
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力度， 在危机
中加快培育新动能。
充分理解体谅、 更好关心关
爱， 让基层同志在一线开展工作
更有底气、更加精准

企业每日向所在街道进行报告。
区里还鼓励支持外卖平台创新送
餐方式。 在大堂一侧快递区域，美
团外卖设立了无接触配送专柜，
保温、消毒一应俱全，送餐、取餐
只需扫码。 李强说，随着企业逐步
有序复工， 必须动态精准防范疫
情传播风险， 最大限度防止聚集
性感染，而基础就在于早发现、早
报告。 要建立最严格的岗位责任
制，真正做到防患未然。

市领导走进入驻企业分众传
媒， 详细了解企业疫情防控措施
和复工复岗进展， 关切询问业务
经营情况和面临的困难。 企业负
责人表示，制定了“不硬扛、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多擦拭、少开
会、少触摸、要分餐、少乘车、关空
调” 十项措施， 灵活采取线上办
公、居家办公方式，在恢复经营业
务同时， 还拿出资源滚动播放疫
情防控公益广告。 李强鼓励楼宇

区委书记王为人等区领导实地检查指导江苏路街道疫情防控工作强调

严格落实复工后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各类企业复工， 商务楼宇如
何进行疫情防控？ 企业如何开展
生产经营？ 社区如何管理返沪人
员？ 2 月 6 日，区委书记王为人来
到华敏翰尊商务楼宇、 中石化化
工销售华东分公司、 江苏路街道
新海小区等处检查指导疫情防控
工作。
在华敏翰尊商务楼宇， 王为
人详细询问了楼宇物业管理公司
对入驻企业复工后的疫情防控准
备工作。 他指出，随着企业陆续复
工， 商务楼宇办公人员将显著增
加。 要切实加大疫情防控政策宣
传力度，严格实行出入口人员、车
辆登记管理，加强电梯、中央空调、
楼道等公共区域清洁消毒， 严格
落实复工后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在中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华东分公司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王为人认真听取了企业目前的生
产经营、 防控措施和复工安排等
情况， 并主动询问了解企业目前
存在的困难。 他表示，对于疫情防
控不可或缺的企业， 我们将给予
更多支持和帮助， 也希望企业加

强复工后的各项防控措施， 保障
好员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据了解， 中石化化工销售有
限公司的经营业务中包括医用口
罩的原料供应， 在此次疫情中持
续为前线输送
“
真枪实弹”。 企业
所在的江苏路街道也表示， 会全
力帮助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保障企业安全运行， 绝不让一家
企业
“
孤立无援”。
在新海小区， 王为人认真察
看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记录， 详细
了解小区口罩预约登记与购买、公
共部位
“
地毯式”消毒、居家隔离观
察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保障等情况，

对社区开展重点人员“
地毯式”排
摸的做法给予肯定，对奋战在疫情
防控一线的基层干部与工作人员
表示亲切慰问和衷心感谢。
王为人指出， 当前疫情防控
形式依然复杂严峻，要毫不松懈把
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来抓， 坚持防输入和防扩散并重，
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坚持群防群
控，强化社区防控，不断探索符合
基层实际的好经验、好做法。 要更
严更细更实地做好各类单位、楼宇
园区、建设工地等防控工作，尽最
大努力排查风险点，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奠定扎实的基础。

和企业结合实际， 进一步严格落
实防控规范、积极服务抗疫大局。
他说， 要高度关注这次疫情对工
作方式、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经
营管理方式带来的影响， 积极捕
捉行业发展新机遇， 拓展企业发
展新空间。 长宁区互联网企业集
聚，要充分发挥企业作用，依托科
技利器助力基层社区、 商务楼宇
等做好防控工作。 要统筹抓好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把发展

随后，市领导来到江苏路街道
岐山居民区。小区入口处，居委会干
部、物业保安和社区志愿者正在值
守，门卫室边上设有登记点、消毒点
和宣传栏，疫情防控各类告知、通知
一目了然。李强向大家拱手问好，详
细询问小区采取了哪些防控举措、
居民们反响如何。 居委会干部告诉
市领导，岐山村是新式里弄，原有五
个出入口，为了加强防控，目前只留
一个进出口，居民们都很理解支持，
一些党员骨干、热心居民还主动站
出来配合居委工作。 李强为大家点
赞，向持续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广大
基层同志表示亲切慰问。

2 月 7 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主题是“部署
加强信息化应用，助力防控工作”，部署街镇城运中
心
“
一网统管”防疫专页工作。 作为全市
“
一网统管”
首家试点，2 月 7 日，江苏路街道城运中心防疫专页
正式运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等媒体予以报道。
江苏路街道坚持群防群控，强化社区防控，全面
从严做好排摸排查，作为市
“
一网统管”试点街道，承
接了市住建委牵头的城运中心
“
一网统管”防疫专页
全市模板的设计开发工作， 确保做到底数清、 情况
明、全覆盖、无遗漏。
城运中心“一网统管”防疫专页共分为四个部
分。 一是
“
疫情发展”。 主要显示全国、市、区、街道病
例数。街道层面主要分为确诊、疑似、密切接触、居家
观察和解除观察。二是
“
实时播报”。主要是各类信息
的实时滚动。三是区域地图和重要点位。即通过地理
位置汇总各类工作信息。 四是重要工作模块。 主要
是：地毯式人员排摸数据、地毯式消毒工作情况、口
罩购买发放、重点人员管控，以及小区封闭式管理、
小型工地、沿街商铺、养老机构等重点关注工作。 以
上内容均显示工作进度、数据撒点、新增累计等。

（来源：上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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