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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资料，赠阅

七宝镇“五个一”织起社区疫情防控大网
放一张桌子、设一人专岗、进来人员
测一次体温、 填一张健康状况信息登记
—这几天，要进
表、外来人口登记造册——
入七宝镇的社区、企业、楼宇，先要经过这
样五道
“关卡”检验。 在七宝镇，多达 2700
多人的家园守护队和志愿防控队，共同守
住社区、企业、楼宇、工地的“大门”；另一
批队伍则负责守好居家隔离的“
小门”。
实有人口 26.5 万，10.8 万的外来人
口占比约 40%，面对返程高峰，外来人口
众多的七宝镇采取了多项措施加强防控。
目前， 整个七宝镇已组织起 2738 人
的 325 支志愿者队伍，管住社区、企业、楼
宇、工地的“大门”。 在社区、企业、楼宇等
的大门口，一张桌子、一人专岗、测一次体
温、填一张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外来人
口登记造册的
“五个一”工作规范，将外来
返沪人员的情况切实掌握。对外来人员做
到逢人必问、逢车必查、必测体温，体温在
37.3 摄氏度及以上、重点地区返沪或途经
人员必须马上报告。

借助这一系列工作规范，近日，七宝
镇的白浪新村小区门口， 工作人员就拦
下了三名从湖北返回的外来人员。 工作
人员询问要求登记信息后得知， 这三名
外来人员从湖北江陵县出发一路自驾，
途经安徽和江苏回到上海， 自称来白浪
新村拿孩子的作业，拿完就走。 对此，白
浪新村所属的京都苑居委立即在相关工
作群汇报了情况。

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2 月 25 日，七宝镇召开统筹推进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
会议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沈俊华主持。
会上， 镇党委书记严俊传达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并指出，截至目前，七宝地区未发现一例确
诊病例，未有一例疑似病例，全镇疫情防控
工作扎实、较为有效：
一是搭建班子，强化组织领导。第一时
间成立镇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下发了
《实施方案》，以
“
不怕十防九空，不怕兴师
动众”
“
最不为过”的原则，落实好
“
三人组”
“三件套”，看家护院、居村自治，守住最小
基本单元。 二是全员就位，压实防控责任。
成立疫情防控机动队，24 小时待命， 全面
落实属地责任。 三是严把关口，构筑紧密防
线，形成
“
五个一”
“
三个必须”
“
两个马上报
告”等工作制度。 四是源头管控，确保安全
复工，制定《七宝镇楼宇、园区、厂区防控十
条公约》，探索
“企业隔离”方式，预防输入
型疫情。 五是宣传发动，加强群防群治。 在
疫情防控期间，为快速处置案件，镇网格化
中心制定
“三个五”处置流程（即 5 分钟流
转，15 分钟到现场，45 分钟办结）， 目前已
处理疫情相关案件 1160 件，结案 1156 件，
办结率 99.6%。
下一步要重点关注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补短板，主动拾遗补缺。二是堵漏

洞，消除监管盲区。 三是抓整改，加强督促
指导。 四是建机制，提升网格防控。 五是防
变量，做好各类预案。
严俊强调，当前最要紧的任务，是抓好
疫情防控下的复工复产， 做到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一方面要明确责任，有序复工复产。 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健康管理、做好场所
防控、 落实应急预案。 另一方面要多重保
障，加大企业扶持。 设立七宝镇抗疫纾困资
金 1500 万元，缓解企业经营困难，帮助企
业渡过难关。
沈俊华专题部署了经济发展工作，各
部门各单位要在落实指标任务分解和加大
企业服务力度的基础上重点做好五方面的
工作：
一是要聚焦重点企业。 用好用足纾困
帮扶政策， 主动支持龙头企业夯实主体责
任，做好复工复产各项工作；二是要有序组
织收入。 相关部门要形成合力，积极对接、
主动跨前，做好重点税源有序入库工作；三
是要加大招商力度。 坚持
“
产业为核、税收
为王”，梳理盘活土地资源及产业定位，全程
做好重点意向项目和企业跟踪服务工作；四
是要强化清楼扫地。 在精准排摸的基础上，持
续做好经济资源清腾和存量用地转型工作；
五是要加快项目建设。 紧紧抓牢九星城、生态
商务区等全镇重大项目，着力做好促开工、促
（镇党委办、镇政府办）
竣工、促产出工作。

得知这家人不愿在租住的白浪新村
居家隔离，居委会当即联系了公安和医务
人员，分别负责核实其行动轨迹及检测体
温，所幸这 3 人体温均正常。 京都苑居委

万科虹桥云地处七宝核心区域新龙
路中春路路口， 其建筑总体量高达 25 万
平方米， 共聚集着 27 幢办公楼宇和 4 幢
商住两用型楼宇。 复工初期，已有 400 多
家企业通过审核并复工，目前每日人流量
在 1500 人左右， 而这一数据却仅占
往常人数的十分之一。 预计之后，每
日人流量将上升至 5000 多人。
如何防疫复工
“
两不误，两手抓”，
万科虹桥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难题一：园区入口怎么守？
万科虹桥云为开放式园区，原
来三个入口和三个出口， 因防控工
作需要， 管理方万物梁行将其缩减
为一个入口和二个出口。 人员及车
辆在进入园区时， 必须通过出示身
份证、出入证、体温测量、扫描二维
码进行信息登记等步骤。 同时，为了
进一步严格控制人员进出， 管理方
又购买了 150 组铁制栅栏， 计划将
开放式转为封闭式管理。
园区内，地面车位有 600 多个，
地下车库则有 1000 多个车位。 为了
方便管理车辆动线， 管理方将地下
车库的 4 个出入口缩减至 1 个。 为
了确保不疏漏任何一个人， 服务中
心在地下入口处设置了一个岗位专
门为入库车辆内人员进行再次的体
温测量及信息登记， 方可前往办公
楼栋。
难题二： 企业员工的吃饭问
题怎么解决？

并没有就此懈怠， 又立刻与三人即将前
往的嘉定某小区居委取得联系， 用专门
的车辆将三人送回嘉定， 交接给居委会
工作人员， 嘱令其接受居家隔离观察才
结束工作。
七宝镇党委书记严俊介绍说， 管好
“
大门”的同时，七宝镇也为已经实行居家
隔离、集中隔离的人员守好“小门”，基层
干部为其主动提供送餐、代买、心理疏导
等人性化服务。针对企业返沪、返工情况，
镇里落实一厂一方案、一楼一方案，根据
上级要求告知企业延后复工。 同时，楼宇
专管员、属地村每日上门排摸，做到底数
清、情况明，鼓励已复工的极少数企业通
过视频会议、 群直播等方式居家办公，减
（来源：上观新闻）
少人员聚集等。

据了解，第五食堂原是万科物业自
有的餐饮服务团队，现为解决复工企业
员工用餐难和用餐安全得不到保障这
一棘手难题，万物梁行特与第五食堂取
得联系，请他们给予客户定制的服务。
难题三 ：企 业 复 工 咨 询 找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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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虹
桥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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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题

2 月 5 日起，管理方万物梁行商
讨制定应对企业复工方案，利用管家
微信发送复工资料、 温馨提示等，提
前告知企业复工登记的时间、 地点、
需要准备的各项材料。 同时，管理方
与政府企业服务部门做好对接，将各
项最新政策发布在微信群中，以便企
业参考。
为提高企业复工申报的效率，万
科虹桥云将原来的企业服务中心作
为复工登记处，安排 5 人作为前台接
待人员，5 人作为后台数据录入人
员， 从每天早上 9:00 时至下午 16:30
时，不间断做好企业复工咨询及材料
审核工作。
难题四 ： 消杀工作怎么做到
位？

每天早上 7:00 起， 保洁人员就
开始第一次全面消杀工作。 此后，每
隔两小时，便有人员对园区内喷洒消
毒药水。 直至下午 18:00 时左右，全
部企业下班， 这样的消杀工作才会
告一段落。而对于加班企业，需要提
前一天进行申请，加班期间，所有员
工均不得随意出入， 只有在完成工
作后才能通知保安处，为他们开门。
对于电梯这样的公共区域， 管理方要
求最多载人不得超过 6 人， 黏贴电梯
按键防护膜， 并每天张贴对电梯的消
（镇党委宣传统战科）
杀次数。

保
复
工

比起企业复工，园区内餐饮店
铺的复业却略迟一步。 如此一来，员工
的吃饭便也成了一大问题。 为此，万物梁
行联合万科物业旗下的
“
第五食堂”，每日
根据企业所需，开展送餐服务。

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