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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力抗疫
用好“
一组三网”
随着返程高峰的到来， 上海
市疫情防控正处在非常关键的窗
口期，面临既要防输入、又要防扩
散的双重压力。 为切实做好全覆
盖、属地化、无遗漏的人员排摸工
作， 江苏路街道保持一级响应的
高度责任感和强大执行力， 通过
“电话问情况、物业勤登记、居民
报信息、 入户察细节、 小门隔弄
堂”，结合辖区老洋房、涉外商品

持续做好“地毯式”人员排摸核实工作
房、 老公房等多种类型住宅小区
和商务楼宇园区并存的实际，多
措并举把好大小道口、 社区落脚
点和办公场所，坚决做到守住门、
管住人。
组建一批专项排查小组

由公安民警、 社区卫生中心
医务工作者、 居委会干部构成的
三人排查小组十余支， 每日不间

断深入小区开展上门排摸核实。
用好“实有人口数据网”

社区民警依托实有人口数据
库， 对重点地区常住人口数据进
行汇总， 逐一电话询问， 确认信
息。“
您现在在上海吗”、“近两周
是 否 去 过 湖 北 ”、“什 么 时 候 回
来”，逐一登记造册，妥善保管，为
后续工作打下了扎实基层。

用好“居民区楼组长工作网”

各居民区广泛开展社区动员，
强化社区联防联控，充分发挥楼组
长熟悉居民家庭的优势，及时了解
重点地区返（抵）沪人员信息。 居委
会一旦收到相关信息，立即由三人
排查小组上门核实，情况属实的立
即落实居家隔离措施，进行每日见
面、两次测体温，并由居委会提供

代为购物、代为处理生活垃圾和关
心关怀等人性化服务。
用好“热心群众群防群治网”

通过在社区微信公众号和官
方微博推送信息、张贴告示、楼组
长宣传等，加强联防联控发动，鼓
励热心群众及时提供重点地区来
沪人员信息， 居委会第一时间上
门进行核实， 形成了一张快速有
效的社区联防联控网络。

“
挨家挨户”做排查
手机打到发热

“阿姨，侬好！ 最近去过外地
伐？ 屋里厢有亲眷朋友从外地来
哇？ ”最近这段时间，江苏路街道
各个居委仿佛成了抗击疫情“作
战室”，各种问询声此起彼伏。
各 居 委 会 以户册台账为基
础，结合街道下发的重点排摸人员
信息， 结合口罩预约登记工作，逐
个对辖区近 2 万户家庭依次开展
电话宣传告知与信息采集更新。由
于面广量大租客多，很多居委会干
部嗓子变沙哑，电话打发热。 首轮
致电不少
“
扑空”，居委电话还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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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够用的情况。 为此，许多社区
党员纷纷自告奋勇参与到电话排
摸的工作中，“不能像医护人员冲
锋陷阵，但帮忙打打电话、捐点电
话费也能为社区做贡献”。
主动出击去敲门

江苏路街道老洋房占 全 区
40%，出租情况相对较多，有公共
部位合用的居民对隔壁租户的返
沪情况更是尤为关心。 街道将区
机关工作人员作为补给力量编入
居委会“小喇叭”工作组，走街串
巷播放提示， 进一步提高社区居
民和外来人员的信息上报意识。

关键词：酒 精 味 上午 10 点，紧邻江苏路地铁站的兆丰世
贸大厦，鲜有人进入。 记者一进门，便闻到一股较浓的酒精味，从门
口到电梯处铺着地毯，上面喷洒了酒精，用于鞋底消毒。
关键词：单向通道 大厦物业经理张跃平介绍，2 月 17 日
大厦的复工率只有 20%。 疫情防控期间，大厦实行单向通道，正
门进，侧门出。
关键词：电梯限乘 电梯处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每次电
梯停靠开门，她都要进入进行快速的喷洒、擦拭。 虽然电梯限
乘 10 人，但是记者在电梯处等候了 5 分钟，仅有两人前来乘
坐。 记者看到，今日复工的上班族都做足了“防护”，除了必备
的口罩，有的还戴着帽子、墨镜和手套。
关键词：喷 鞋 底 在江苏路另一处的商业楼宇舜元企业发
展大厦，记者一进门，就有专人为来人的手心和鞋底喷洒消毒液。
关键词：高科技测温设备 大厦入口处设置了红外热像仪测
体温。 舜元集团总经理余鸿兴说：
“
这台设备现在很紧俏，我们
也是很早就预订了，采用人盯人战术，才租来了 3 台。 一台租
金一个月 1.6 万元。 ”
余鸿兴说，现在大厦复工人数不到四分之一，前期已经和
企业落实每天复工人数。 今天预计会有三四百人来上班。
“我们大楼里很多企业都是 2 月 17 日复工，现在人较少，
但是也要为即将到来的复工人员的增加做好准备。 ”“操碎了
心搞来” 的高科技测温设备能有效缓解人员的阻塞， 余鸿兴
说：“能把这栋大楼的防疫工作做好，不出问题，就是我最大的
职责。 ”
( 来源：《人民日报》）

在入户了解租户返沪情况的工作
中，居委会干部不怕风险、主动上
门了解出租户人员来 （返） 沪情
况， 对有疑问的信息， 不轻易放
过，社区民警积极参与，通过公安
有关网络对当事人信息进行核查
比对， 为老小区筑起一道安全的
屏障。
小区只留一扇门

根据
“一个小区多个出口、一
条弄堂通向八方”的社区实际，为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的人员排摸工
作， 街道指导各居委会在有条件
的小区和弄堂采取了临时性的

“封闭式”管理，严控外来人员与
车辆。

额温枪， 主动为物业开展外来人

回沪人员先登记

公寓小区物业在门岗处设专人开

员信息登记提供方便； 华山总统
展外来人员信息排查， 引导居民

商品房、酒店式公寓，以及部
分有复工企业的商务楼宇， 均在
进门处设立了简易的登记点，老
公房小区加强门卫值守力度，对
外省回沪人员、境外来沪人员、快
递员及相关访客进行无一例外的
信息备案，与居委会基本形成“来
人测温、来源询问、信息登记、异
情直报”的工作联动机制，以便第
一时间掌握外来人员抵沪情况。
金龙金凤小区居民自发捐出

通过扫码进行线上信息登记；金
桥花园配合开展“无接触快递”，
为业主的快递包裹辟出专门区域
摆放， 并落实对快递员的测温与
信息登记； 兆丰楼宇在底楼大厅
专设卫生点， 对部分复工的行业
企业员工进行体温监测与人员登
记， 创邑园区实行流动人员禁止
入园管理， 每日对员工进行至少
两次的体温监测。

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复工
名街道班子成员作为“服务专
员”，不断夯实工作基础。 将疫情
防控工作与摸清企业底数相结
合，织密企业服务工作网，当好企
业服务
“
店小二”，做好企业发展
“
有心人”，不断夯实感情基础。

落实“两张清单”
近期，一批企业陆续复工复
产，令申城疫情防控工作显得尤
为严峻。 江苏路街道主动靠前、
积极应对，坚持
“
一手抓防疫，一
手抓发展，两手都要硬”的总目
标，将疫情防控与服务企业相结
合， 切实保障城区安全有序运
行，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压实两项责任
压实物业防疫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 深化街道企业服务联络
员与物业经理分工联系机制，督
促楼宇园区全面落实驻地企业
在体温监测、口罩佩戴、加强消
毒等方面的疫情防控措施。 压实
企业内部防控主体责任。 建立企
业疫情防控责任人和联络人制
度， 推动企业加强内部防控，督
促重点地区来沪员工做好居家

隔离观察和自我健康管理。

抓好两个联系
对口联系复工复产企业。 充
实力量强化楼宇包干制， 对 24
个楼宇园区内的企业逐一排摸
复工员工及相关情况，用好街道
城运中心
“
一网统管”防疫专页模
块， 为街道统筹决策夯实数据基
础。对接联系重点服务企业。加强
对重点服务企业的关心， 实现全
覆盖、无遗漏的对接，主动了解企
业防控、 经营发展方面面临的困
难问题， 指导企业做好复工后防
控方案、细化防控措施，全力帮助
企业协调解决各类诉求。

夯实两个基础
每栋重点楼宇由街道干部
担任
“
楼长”，每家重点企业由一

落实
“
企业诉求清单”。 将联
系走访的过程中，收集到的企业
诉求，作为街道不断优化环境的
关键抓手和主攻方向。 形成
“
问
题解决清单”。 进一步搭建企业
发展问题
“
会诊”平台，及时反馈
解决结果， 为企业吃下扎根长
宁、安心发展的
“
定心丸”。

注重两个细化
细化以商引商，以疫情防控
工作为契机，全面开展
“
拉网式”
企业底数排摸，创新工作方式，精
准做好楼宇转化，敏锐捕捉新兴行
业、引进新的企业。 细化全年发展
举措，加强对企业业务受疫情影响
的分析研判，加强对政策的细化了
解，第一时间帮助企业用好扶持政
策，及时落实应对措施，坚定向着
全年发展目标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