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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牢一线 全员参与 高招频出

区委政法委

余杭区有信心打赢这场战“疫”

春暖花开时节，随着多地新冠肺炎现有确诊病例的清
零，这场全民出动的战
“疫”迎来了阶段性胜利。且看如今
抗“疫”形势持续向好，但仅仅在一个多月前，举国上下仍
笼罩在疫情的阴霾之中。这来之不易的成绩背后凝结了
无数人的奉献和牺牲，
值得我们铭记。
在这场战“疫”中，余杭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依
托基层治理四平台和全科网格，牢牢守住村社网格这一疫
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
发动党员、依靠群众，动员社会各级
力量，组建志愿者队伍，形成全社会群防群治的
“大布防”；
在全省首创“余杭绿码”，打造数字化疫情防控新模式；开
发
“疫情防控可视化监测（五色图）平台”，建立全省首个区
级疫情指标模型……
连日来，余杭区疫情防控工作屡创佳绩。在全区上下
的共同努力下，全区企业陆续复工复产，群众生活平稳有
序。尽管形势一片大好，但余杭丝毫没有松懈，严防境外
疫情输入，
守护来之不易的胜利，
余杭一直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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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村社网格 守牢防疫一线

崇贤街道网格员曹洪强(右)在
卡口检查来往人员信息

星桥街道网格员郑培彰(右)坚
守在小区疫情防控护卫岗

运河街道网格员沈立(右)积极
参与卡口值守

除夕这天，一家人正开开心心吃
着年夜饭。突然接到群众的电话，说
隔壁来了一名重点疫区返杭人员。他
立即放下碗筷，上门核实情况。等再
回家吃上饭，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他
就是崇贤街道网格员曹洪强。
这个春节假期，本想带着妻子去
广东探望已有三年未见的丈人一家。
但突然接到疫情防控通知，他马上决
定取消行程，参与到防疫一线。后来
妻子身体不太舒服，他叮嘱 13 岁的女
儿照顾好妈妈，自己却坚守在工作岗
位，
他就是鸬鸟镇网格员杨伟。
在余杭区，有许许多多像曹洪强、
杨伟这样，放弃休假，舍弃小家，坚守
防疫岗位的“战士”，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网格员。
连日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
炎疫情，余杭区委政法委牵头，及时制
定出台村社网格排查管控方案，充分
发挥村社网格作用。全区所有的网格
员们都坚守在防疫一线，排查相关人
员、做好信息登记，协助开展医学观
察，
全力守好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晚上 11 点 30 分，瓶窑镇综合信息
指挥室内灯火通明，为了防控疫情，网
格员楼青、卞家禄仍忙碌地工作着。
他们要将全镇 61 个网格的排查数据及
时更新、整理上报，一刻也不能耽误，
每天两人忙完下班已是凌晨 1 点。从
年二九开始，瓶窑镇 61 个网格的 80 余
位工作人员放弃春节假期、放弃周末
休息，始终坚守在抗疫一线。任务重、
时间紧，快餐、泡面便成了他们的“最
佳拍档”。长时间的工作让他们与家
人无法相聚。
“ 挺想儿子的，等疫情过
去，
家家户户就都能团圆了。
”
楼青说。
连续抗疫 36 小时不休息，这是星

桥街道网格员郑培彰的战“疫”纪录。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苏荷苑小区疫情防
控护卫岗的副岗长，
协助岗长做好上情
下达、
组织协调、
排摸管控、
下情上传等
工作，
共同守住小区
“防控门”
。他常说
自己是陀螺，转动了就停不下来，身边
的同事劝他回家休息，他总说：
“ 不睡
了，反正白天也睡不着，我再去岗上看
看，
不放心。
”
遇上社区 24 小时值班，
他
一忙就是 36 个小时，转着转着就忘记
了休息。
正是有全区 1500 余名专职网格员
和 30000 余名兼职网格员坚守在防疫
一线，
才守住了全区群众的平安健康。
奔忙在一线的网格员们协助卫
健、公安等部门，通过微信群发送、入
户分发宣传单等形式，开展疫情防控
宣传；
挨家挨户上门，做好重点疫区和
相关人员排摸、随访工作；
前往集中医
学观察点，安抚相关人员情绪，随时掌
握动态；
他们走访巡查网吧、电影院等
人员密集场所，要求立即关停；
做好寺
庙、烧香点等地的值守工作，对前来上
香人员进行劝离……他们发挥奇思妙
想，在宣传防疫知识过程中，除了发放
倡议书和健康小贴士，还利用微信群、
朋友圈进行广泛宣传，在社区宣传栏、
小区公告栏、单元门口、市场超市商店
等广泛张贴宣传标语……他们更是利
用“流动宣传车”
“ 小喇叭”等，创新防
疫宣传模式。比如：
乔司街道利用
“乔
司好声音”
，专门录制疫情防控知识快
板，在微信群、钉钉群全方位转发；另
外还专门制作防控视频，租用流动宣
传车巡回宣讲；每村社指定 10 辆私家
车，累计安装 160 只车载小喇叭，大小
喇叭一起上，确保防疫宣传到户、到
人。

开展群防群控 形成抗疫合力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
者，民亦忧其忧。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经
济社会发展总体战中，我区党员干部、居
民群众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团结一心，
拧成一股绳，聚成一条线，共抗疫情，让我
们见证了“干群齐心，其利断金”群防群控
的力量。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百丈镇泗溪
村党支部书记张再松面对父亲的离世感
慨地说：
“ 父亲在时，他总告诉我，我们这
个队伍是人民的，人民的利益始终要放在
第一位。我相信，丧事从简，投身工作，一
定是他最想看见的。”张再松父亲张炳泉
是南征北战的一等功臣，为了让大家吃饱
饭，他带着村民搞合作社，带头开山造田
种茶叶，引领乡亲致富。在他弥留之际，
儿子张再松还在挨家挨户地开展防疫宣
传。丧事从简，出殡当天下午，张再松便
出现在了村巡逻队中。
疫情防控期间，除心系村民的好党员
张再松，百丈镇广大团员、青年志愿者也
积极投身抗疫一线，第一时间组建青年突
击队，和党员干部们一起筑牢基层疫情防
控“防护墙”。90 后村团支部书记俞世杰
和“战友”们一起坚守防疫卡口，
“ 在我们
这个检查点，每天有 12 名村民志愿者“三
班倒”
、24 小时值守，对进出人员进行严格
管控。”俞世杰说。虽说是“三班倒”，但作
为半山村后坞口卡点负责人，俞世杰给自
己排的都是最晚最难熬的夜班。
疫情无情人有情，在抗疫最前线，社
区志愿者、工青妇志愿者、党员志愿者、行
业志愿者等“平安志愿者”共同守护着全
区人民的平安健康。他们配合所在村社
做好小区巡查、门岗检查、沿街商铺排查
等工作，他们在各条道路设卡点，对过往
车辆、行人进行体温检测和情况核查，他
们通过宣传单、
“小喇叭”将疫情防控知识
传播到每家每户。
在组织发动志愿者的过程中，全区登
记注册的 1100 余家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
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全区社会组织发动

运河街道费庄村党总支书记俞忠炎用小喇叭向
村民宣传疫情防控信息

老党员倪金根坚守在乔司
街道方桥村疫情防控卡点，在
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

夜晚，
仁和街道洛阳村治保
主任陈斌结束卡口轮班后，
累得
在家门口睡着了

乔司街道三角村党委委员、治保主任曹国跃主
动请缨，为被医学观察村民配送午餐

志愿者协助 20 个镇街在属地村社、道路卡
口等地参与疫情防控宣传、排查、心理疏
导、后勤保障以及特殊群体关爱等服务超
过 20000 人次。与此同时，我区各社会组
织、各行业协会通过 QQ、微信群等及时向
组织成员、协会人员发出防疫倡议，开展
捐款捐物，帮扶困难群众，为疫情防控尽
一份绵薄之力。
区民安公益救援中心和区海豚应急救
援队动员队员协助公安、红十字会等单位
在高速路口、火车站、汽车站等地搭建临时

检查帐篷；区医路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动员
全区医护志愿者行动起来，深入医疗机构
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开展医护人员防护
指导和医疗废物处理指导，工作之余深入
社区、街道，为群众普及防控知识，参加执
勤等；
区乔心愿公益服务中心、区滴水公益
服务中心、区阳光公益服务社、区临平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等多家社会组织积极招募志
愿者，配合所在镇街、村社，以“志愿者+社
工”
组合进入村社，
开展上门排查和卡口检
查、
防疫宣传等工作。

实施精密智控 抗疫高招频出

家禄 右( 还)在为疫情防控忙碌着
深夜，瓶窑镇网格员楼青 左( 和)卞

作人员便会收到手机提示，这一做法得到
了居家医学观察人员的普遍理解，也让社
区其他住户感到安心。
在五常街道，
运用
“楼道长疫情防控小
助手”
小程序，
成了加快外来人口排查登记
的小妙招。
“我们发现，楼道长排查情况后
要把纸质表上的数据输入电脑汇总，一来
一去，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最好的方
法就是从纸质到数字。
”
为了更好地做好排
摸工作，
确保一个不漏，
五常街道运用简单
便捷的小程序，
并专门制作了指导视频，
向
2 月 28 日，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孙景淼来余杭调研精密智控等疫情防控工作
各社区推广试用。
“一个码”先行先试、
“一张网”锁住重
低了战
“疫”
的社会成本。
此外，
我区紧扣确诊（疑似）病例、
密切
点、
“ 一幅图”精准防疫、
“ 一机制”闭环处
除“余杭绿码”外，我区频频抛出防疫
接触者、发热病人、重点地区流入人员四类
置……疫情发生后，我区立即成立精密智 “硬核举措”
，
生成了全省首张细化到
“毛细 “关键对象”，分流交办落实管控。通过统
控工作专班，依托“城市大脑”，完善低成
血管”
，
能精确掌握至网格情况的动态疫情
一编制《余杭区精密智控防疫工作机制》，
本布防、即时化响应、小范围“作战”的常 “五色图”
，
实现每日发布、分类防疫和精密
规范
“发现上报—研判决策—管控执行”
三
态化处置体系，推进“战时”全社会动员、
智控。各街道根据
“五色图”
中的疫情分布
段响应机制，
建立
“信息汇集—分流交办—
全区域覆盖的“封闭管控”状态向平时分
情况，
及时采取智能技术手段防控疫情。
分类管控—信息反馈—督查指导”闭环工
级别应对、分区域施策的“精密智控”模式
在运河街道，运用“机器换人”方式，
作流程。
转变，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天 24 小时落实居家医学观察，不仅提
精密智控，大力提升了我区防疫工作
2 月 10 日零点，
我区全面启用
“余杭绿
高了管控精准度和工作效率，还大大减少
的全盘统筹能力，也加大了精准管控效
码”
“
。绿码”
上线后，
我区各地市民坐公交、
了人员接触感染风险。
“ 这样的做法很人
能。精密智控牵头单位区委政法委常务副
地铁，
进超市、菜场，
企业员工返岗复工，
亮
性化，我们住户很放心。”运河街道嘉丰万
书记杨士宏说：
“ 为有效防范境外疫情输
“绿码”即可通行。我区在全国先行先试
悦城小区是我区率先实行居家医学观察
入，
我区将继续完善精密智控，
加强滚动排
“健康码”，并推广至全国。数字化的办法
智能管控的小区，社区要求重点疫区归来
查。用好一小时
‘线上报’
系统和区动态疫
取代一纸“路条”，免去了群众反复填表之
人员进行居家医学观察，并在门口安装摄
情图，
及时掌握入境人员情况，
做到全面掌
烦，
省下了基层一线大量人力物力，
大大降
像头，若实时监控画面出现变化，社区工
握、
无一遗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