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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1日，白沙镇召开
疫情防控工作推进会。针对市、区、
镇三级督导组督查中发现的各类问
题进行落实整改，进一步压实责任，
持续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更好开展。
白沙镇党委书记许新太，全体班子
成员，“一办七组八专班”组长、副组
长参加会议。会议由许新太主持。

会上，副镇长刘玥就督查中存
在的 8项问题进行了通报，“一办七
组八专班”负责人对疫情防控日常
督导检查情况及检查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汇报。会议就存在的问题及当
前形势进行分析研判，并对下一步
工作进行细化安排部署。

针对存在的问题，许新太要
求，要认真履职尽责，熟知疫情防
控政策，查找存在问题，及时消除
风险隐患，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疫情
防控工作全过程、各环节进行认
真系统的梳理，把情况搞清楚、把
问题研究透，全面补短板、堵漏
洞，进一步织密扎牢疫情防控网；

要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压紧压
实防控责任，做到每项工作都有
人抓、有人管、有人落实，确保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要提升防控实效，坚持党建引
领、力量下沉，合理配置各类资
源，提升应急能力、处置效率；各
部门工作要有韧劲、狠劲、实劲、
巧劲，统筹协调联动，形成疫情防
控整体合力，确保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落实到位。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马伟超

白沙镇 持续推动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为巩固社区防疫成果，
持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近日，
龙湖办事处众意路社区协同龙翼五
街卫生服务中心在河南卢森堡中心
开设疫苗接种专场。

提前通过线上微信工作群、电
话联系等方式，及时通知未接种人
员到达指点专场进行接种；线下通
过 LED屏、横幅标语、分发宣传页
等形式向公众宣传接种疫苗对个
人健康的重要作用，传递疫苗的安
全性、有效性。做好“线上+线下”
的宣传工作，确保做到辖区内居民
“应接尽接”。

社区协同龙翼五街卫生服务
中心为辖区人员进行首针接种、加
强针接种、其他批次接种等不同情
况接种工作。接种现场，工作人员
安排居民有序排队，提醒接种期间
保持一米间距，并出示健康码、行
程码，有序进行疫苗接种。此次专
场接种人数共计 150余人，后续社
区将继续鼓励未接种人群积极参
与疫苗接种。

根据其他社区接种专场经验，

设置多个登记点位，并针对书写困
难人群，由社区人员协助填写接种
单；针对部分特殊人群，开设绿色通
道，并配有人工服务，方便特殊群体
及时接种。对接种完成人群设置留
观区，并及时告知注意事项。

下一步，众意路社区将持续动
员辖区内未接种人员积极参与接种
疫苗，用有效的方式科学应对疫情，
守护辖区居民的健康安全，共同筑
牢防疫屏障。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侯雅洁 文/图

龙湖办事处 科学防控 疫苗先行

本报讯 近日，金光路党工委
书记张万里主持召开金光路疫情
防控工作推进会，金光路党工委副
书记、办事处主任赵小虎，全体班
子成员及中层正职、各村（社区）书
记等参会。

会上，张万里结合辖区实际情
况，对沿街门店、商超、市场、工地企
业、各小区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安
排再部署。

张万里强调，全体人员要充分
认清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思想上高
度重视，行动上积极作为，措施上高

效有力，按照上级疫情防控通告及
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将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认真落实到位，确保疫情防控
安全。

张万里要求，一是坚持党建引
领，充分发挥党建三人小组力量，
调动辖区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
群众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积极性；
二是压实属地责任，与各有关单位
通过签订责任书的形式层层加压
落实疫情防控属地责任；三是深入
研究政策文件，全面梳理疫情防控
中出现的问题，认真研判整改措施

和方案并及时落实；四是加强工作
督导，进一步做好辖区沿街门店、
小区、工地企业等有关单位的疫情
防控督导工作，优化细化辖区重点
区域、重点人群管控措施；五是强
化疫情防控宣传，提高群众疫情防
护意识，增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主
动性；六是健全疫情防控统筹协调
机制，找准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
经济发展等工作的平衡点，多措并
举统筹推进。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冯梦琪

金光路办事处 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推进会

压紧压实防控责任 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每天都要进行工作人
员的体温检测和登记，做好消杀工
作，工作人员一定要佩戴好口罩，每
周做一次核酸，将核酸结果打印放
入台账。”为进一步压紧压实商铺疫
情防控责任，近日，如意湖办事处绿
城百合社区在辖区内开展疫情防控
商铺日评选工作。

为确保疫情防控不漏一店、不
漏一人，社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安
排，在辖区内全方位开展疫情防控
宣传工作，把最新政策、防控知识等
内容，通过商户治理微信群不断传
送到辖区每一家商铺，要求所有商
铺对进店顾客严格执行“测温、扫
码、戴口罩”三步骤。同时，做好店
内每日早晚消杀、台账日更新、员工
每日体温检测、登记等疫情防控措
施。商铺管理员会每日巡店，对所
分管商铺进行日排名，每日评比优
秀商铺、最差商铺，并对检查出现问
题的商铺进行及时整改，确保所有
商铺问题做到日查日消。社区将每
日评比结果汇总后，评出本周黑红
旗商户，评比结果将作为商户年度

评比考核及参与“百商聚 爱汇合”
联盟商家的参考依据，以此形成激
励机制促进考评成效，进一步推动
和落实了疫情防控常态化。

自“疫情防控红黑榜”制度实行
以来，沿街商户也会时时来到“红黑
榜”前，看一看自己的商铺情况，进
入“红榜”的商户都表示要积极保
持，配合社区做好防疫工作，而暂时
进入“黑榜”的商户也表示会认真改

进。在“疫情防控合格门店”的带领
下，主动配合防疫工作的店家越来
越多，不配合的越来越少。接下来，
绿城百合社区将在做好商铺疫情防
控管理的同时，也会加大与市场监
管所等职能部门的沟通力度，进一
步做好重点场所、重点人员的疫情
防控排摸和督导工作，切实筑牢疫
情防控安全防线。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刘学馨 文/图

如意湖办事处 压实商铺疫情防控责任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对疫情
防控工作的指挥调度、应急值守，近
日，龙源路办事处在人防基础上，加
大技防力度，在辖区两个社区、欧凯
龙居然之家北龙湖店三个重点区域
加装高清摄像头，建立“动静结合，
点面相连”的防控体系，不断推进疫
情防控工作科学化。

龙源路办事处针对疫情防控工
作实际情况和“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的要求，始终把卡点作为防疫最
“前哨”。通过引进现代化科技手
段，强化了重点卡口管控，促进了高
效管理，使卡点管理水平迈上了信
息化、技术化、高效化新台阶。通过
高清摄像头，办事处主要领导可以

随时点开手机监控系统，24小时监
测掌握过往车辆、人员情况以及卡
点防疫工作开展情况，实现远程监
控，为党工委第一时间做出决策提
供依据，大大提高了卡点疫情防控
效率。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秦小佩

龙源路办事处 科学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疫苗接种
工作，近日，龙子湖街道办事处精准
摸排、创新宣传、细化服务，梳理提
炼“一二三”工作法，确保高质高效
完成疫苗接种任务。

一个精准。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把“精准摸排”放在首要地位，推磨
式多渠道排查，切实摸清未接种人
员底数。各社区严格落实属地管理
责任，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宣传工
作；通过行业追踪、区域排查、条抓
块保等做法，迅速掌握未接种人员
底数，为下一步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两类宣传。为统一思想，提升
居民疫苗接种意愿，龙子湖街道办
事处重点做好“两类宣传”，迅速破解
接种意愿难题。一是科学宣传讲清
讲透，进社区、进市场、进工地、进高
校讲解科学知识，有针对性地对中
老年群体、慢性病群体、基础病群体
做好个案评估，全面答疑解惑，推动
应接尽接。二是榜样宣传深入人

心，以党性意识鼓励党员干部带头
接种，以社区党组织为宣传堡垒产
生扩散效应，以教师示范带动学生
接种，以“小手拉大手”方式拉动家长
接种。

三个到位。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建立疫苗接种专班早会商、晚调度
制度，对各社区接种情况进行日通

报日排名，及时推广社区好的经验
做法。配备“流动接种专车”，全程
车接车送，让老年人少跑腿，优化接
种体验；积极协调疫苗接种机构为
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等群体设置
“绿色通道”，方便特殊人群免排队
高效接种。
记者 王阳 文/图

龙子湖街道办事处 强力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提升
各村（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水平，近
日，商都路办事处结合季度“亮赛
比”活动，组织开展社区卡口防疫
工作现场观摩。商都路党工委书记
王少辉，全体班子成员、各村（社区）
书记参加。

观摩团先后来到南岗社区十号
院、康平苑、海马公园一期和商都嘉
园白佛、穆庄村观摩点，对小区卡口
标准化设置情况、出入管理措施等
方面进行现场参观学习。观摩结束
后，王少辉充分肯定各村（社区）近
期疫情防控工作成效，并对下一步
工作提出要求，一是深化认知。必
须继续保持高涨的工作积极性、高
昂的精神气，从紧从严从实从细落
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尤其是卡口
管理和隔离人员管控等关键点。二
是比学赶超。各村（社区）要以观摩

的卡口为榜样，学先进、找差距、补
短板，相互借鉴经验，在成熟度和规
范度上下功夫。三是探索创新。班
子成员、村（社区）书记要深入研究
卡口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设置中

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从硬件、软
件等方面开脑洞、想法子，探索出一
条符合实际、切实可行、复制性强的
卡口防疫的新路子。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王翌航 文/图

商都路办事处 开展社区卡口“亮赛比”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居民新
冠疫苗接种覆盖率，加快推进 60岁
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祭城
路街道办事处精准发力，多措并
举，确保 60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
“应接尽接”。

一是入户摸排，加强宣传。工
作人员分组，通过走访入户、逐一宣
传等方式，摸排 60岁以上老人未接
种底数，采取“逐户进、逐人核、逐人
过”工作模式，挨家挨户上门询问，
消除顾虑，提升老年人接种疫苗意
愿。同时，通过打电话、张贴宣传
单、LED滚动播放等方式，科普疫情
防控知识，确保疫苗接种宣传全覆
盖、无死角。

二是保驾护航，全程陪护。为老
年人提供各种便民服务，给高龄老人
特设“快速通道”，党员志愿者在现场
进行引导，全程陪同办理接种手续，
完成登记、接种、留观等所有流程，确
保高龄老人接种过程顺畅、高效。

三是送“苗”上门，贴心服务。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联合辖区祭城

医院组建“流动疫苗接种队伍”，安
排医护人员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
的老人提供上门接种服务，打通老
年人群疫苗接种“最后一公里”，确
保“应接尽接”。

下一步，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将持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为辖
区老年群体提供更加人性化的特
色便民服务，让接种疫苗的群众
有安全感，切实提升疫苗接种率，
筑牢防疫安全屏障。
记者 王阳 文/图

祭城路街道办事处 推进60岁以上老人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 4月 11日上午，博学
路办事处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
议，党工委书记高林广、办事处主
任臧亚南及全体班子成员、中层正
职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相关部门关于近期防
疫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臧亚南针
对近期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点评，对
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高林广强调，要时刻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持之以恒将各项措施
落到实处。一是紧盯关键区域、重
点场所，做好卡点蹲守、巡查督导，
严格落实防控措施，排查整改存在
的漏洞和问题，加大防控政策宣传
力度，进一步提高防控能力；二是做
好疫苗接种和重点人员管控工作，
积极协调辖区公共单位和高校，开

展加强针接种进机关、进学校“两
进”，持续盯好 60岁以上人员疫苗
接种，强化居家隔离人员服务管理；
三是统筹好疫情防控和重点工作开
展，结合当前实际，扎实做好城市管
理、安全生产、项目推进等各项工
作，做到两不误、两提升，确保辖区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记者 王阳 通讯员 李莹莹

博学路办事处 绷紧疫情防控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