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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同心夺取“两战赢”
乔司街道

筑起防疫堡垒 奏响复工高歌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让 2020 年的开端变得不同寻常。春节期间街市冷

清、元宵之时热闹不再，
“防疫”
“隔离”成了热门词汇……在这个特殊时期，乔
司街道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以实实在在的“硬核”手段和
“暖心”
举措，
严守防疫关口，
做细复工服务，
力争
“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
。

“疫”线有温暖，乔司处处见。隔离病毒不隔离爱，在全民战
“疫”的团结氛
围下，乔司街道辖区内一家家企事业单位顺利复工复产，一间间商场店铺陆续
开张营业……可以欣喜地看到，生产生活秩序正在这片“活水码头”重焕生机
活力。
本版组稿 詹有天 王文有

永和村村民莫妙福开设“蔬菜赠送
点”村民可按需自取

连城社区工作人员为居家医学观
察居民配送蔬菜

和睦桥村排查农户大棚，切实将防
控工作切实落实到田间地头

智慧防控 精准科学指挥强

“大数据+网格化”管理为疫情防控布下“天网”

党建引领“红色动能”
暖人心
疫情发生以来，乔司街道由主要领
点疫区回来的。”
“ 职责所在。”简单而又
导牵头，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指
铿锵的回答，为永西防控一线仿佛注入
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疾病防控、医疗救
了一剂
“强心针”
。
助、排摸管控、后勤保障、督导巡查、宣传
如果说党员干部是一个标杆、一面
引导、信息统计等 15 个专项工作组，党员
旗帜，朝阳村村民戴东强就是那个紧跟
干部放弃春节假期，
实行分组工作。
旗帜的人。
“战疫”刚一打响，戴东强就加
“我是党员，我先上！”
“我是干部，我
入了志愿行动。防控点上，戴东强每天
带头！”从大年三十开始，在乔司街道的
都要坚持开展十多个小时的志愿服务，
大街小巷、村社道口到处都能看到“红马
深夜岗上需要人手，他更是自告奋勇。
甲”队伍，他们喊着响亮的口号，迈着坚 “大家都在守护共同的家园，特殊时期，
定的步伐，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全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面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第一枪，用实
当朝阳村实行房东责任制落实防疫
际行动筑牢疫情防控坚强堡垒。
工作后，戴东强作为房东更是毫不马虎，
冯跃是永西村经联社董事，分管辖
第一时间填好了住户登记表，他登记的
区卫生工作。1 月 23 日晚上，得知一位重
表格还被作为样板，展示给所有朝阳村
点疫区返乡人员回来后，冯跃第一时间
房东看。每天回到家，他还要为未回老
和医务人员上门了解情况，为他们测量
家的租客检测体温等，做好登记和防疫
体温、登记信息，并详细告知防控要务。 知识宣传。2 月上旬，戴东强长期服务的
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停歇过，环境消杀、
防控点位被取消了，大家都没想到，他
人员排查、防控宣传……即使再忙，他都 “一声不吭”赶到了离家更远的防控点继
坚持每天和医务人员上门为村里的居家
续服务，
还承担起了夜班岗。
医学观察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守望相助，才能共克时艰。43 个临
一天晚上，永西 2 组的一名居家观察
时党支部，1000 多名党员干部，6300 多名
人员突发尿结石，疼痛难忍，亟需就医，
志愿者……60 多个日日夜夜里，是他们
冯跃二话不说，驱车带着他直奔医院。 冲锋在前，担当在肩，用初心和使命筑起
事后有人问他：
“你不怕吗？人家可是重
一道道
“红色防线”
。

朝阳村民代表在免租意见征求表上签字 “测温+扫码”，企业“小门”实施精密管理

乔司街道有外来人口 25.6 万，
是本地户籍人口的 4.3 倍，流动人口
登记 30 万。面对疫情防控压力，乔
司街道充分发挥“大数据+网格化”
管理作用，精准滚动排摸相关人员，
落实具体防控措施，筑牢阻击疫情
的铜墙铁壁。
“面对疫情防控压力，摸清情况
非常重要。”在街道综治中心的指挥
大屏上，汇聚着街道的大数据统计，
并正对辖区内各村社进行精准化、
数据化统计和管理。
“通过建设统一
地址库，进行人口库、法人库与地址
库的交叉比对，可以实时显示每一
栋建筑的人、房、企、事、物等相关信
息。
”
据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 数据
大脑”是区、街道、社区、网格四级联
防联控体系的重要组成，为广泛动
员、组织、凝聚群众，形成防控疫情
合力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通过
大数据排摸到重点区域人口的数
量，及时掌握春节期间未返乡及已
返回的重点区域人口数据，发动 200
多名网格员下沉到企业宿舍、建筑

工地、农业大棚、各个市场、村社出
管控”向“精密型智控”转变。在乔
租屋逐一排查，精准到点到人，切实
司网红女装工厂一条街——乔司三
做到
“零死角”
“零盲区”
“零疏漏”。
鑫工业园内，各个企业大门口都有
街道统筹防控之下，村社更是
公司专人值守，凡是进企业前都要
因地制宜制定防控举措。作为乔司
出示杭州健康码，并做好体温测量
最大的城市社区，连城社区人口过
和信息登记。
万，多半都是外来人口，其中来自
“有了杭州健康码，人员通行零
重点疫区的就有 2000 多人。为了缓
接触，也更便捷了。”杭州东兴制衣
解人手不足的压力，避免工作出现
有限公司负责人吴争前表示，企业
盲区死角，社区实行挂图作战，并动
员工凭“健康码+测温+佩戴口罩”通
员起社区全体党员、志愿者一起参
行是必须流程，有的企业甚至还运
加。
用起了红外测温仪、防疫“云助手”
在社区党支部书记沈丽美拿出
等更具科技感的创新手段。企业作
来的作战图上，整个社区被划分成
为疫情防控最后一道防线，更应该
了四个区域，每家每户的具体情况
守好“小门”，从严从实加强防控，做
都用不同颜色进行了标注，每位党
到人员底数清、情况明，疫情管控无
员、志愿者负责哪几户，也都一一标
盲点、全覆盖，从源头上阻断疫情输
注。
“ 要时刻关注居民是否回小区，
入和传播。
何时回小区，还要为在小区内的居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保障辖区
民做好服务。只有责任到人，分工
群众健康生活生产，乔司街道坚持
明细，思路才能更清晰，应对才更有 “人防+物防+技防”多管齐下，从乡
效。
”
村“小喇叭”到网络“微宣讲”，从杭
随着企业复工热潮的来临，乔
州健康码到“5G 热成像”，切实将各
司辖区各条道路逐渐撤下了防控
项防控措施抓得更实更细更精准。
点，疫情防控工作也开始由“封闭式

复工复产 鼓足干劲迎未来
防疫不能松，复工不能等。乔
司街道拥有各类生产经营单位
12000 余家，其中，企业 4800 余家，
80%为初创阶段的小微企业。经
历了一个多月的停工停产，对于这
些多以租赁模式经营生产、抗风险
能力相对较弱的乔司服装类小微
企业来说，无疑是一记重拳。随着
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乔司这片热
土又成为了一个新的
“战场”
。
“真没想到，村里会给我免去
一个月 20 多万元的厂房租金！”2
月 22 日，杭州好旺龙包装印刷有
限公司负责人胡良斌激动之余长
舒了一口气。据了解，该企业是朝
阳村一处村集体厂房租赁企业之
一，主营纸卡、标签包装，自 2 月 13
日复产以来，企业累计已有上百个
价值几十万元的产品外贸订单准
备交货，资金流转给公司带来极大
压力。而朝阳村免租一个月这一
举措，着实让企业主感到意外和惊
喜。
“免去一个月的房租，大大帮助
我们缓解了资金流转的压力，同时
我们也有更多的余地投入生产，加
大订单量，尽快恢复产能保障产
值。
”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在复工
企业举步维艰之时，乔司街道朝阳
村率先向村里的经营户抛出了橄
榄枝。在一份“关于朝阳村‘减免
经营性厂房、店面租金’的意见征
求书”上，61 位村民（股东）代表全
部选择了“同意”，并郑重地签下了
自己的名字。
朝阳村党委书记高宜芳表示，
村里入驻有 700 多家企业与商户，
方案的一致通过意味着承租朝阳
村集体经济房屋的 25 家服装箱包
类企业和 32 家商铺，都将可以免
除一个月的房租，这笔费用加起来
大概在 130 万元左右。
“ 这些租户
多在朝阳村待了七八年了，彼此都
是有感情的。现在是困难时期，大
家应该要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共

克时艰。”
在朝阳村的示范带头作用下，
乔司街道共有 8 个村陆续召开村
民代表大会征求意见，先后通过了
免租方案。此外，乔司商会 200 余
家会员企业，也决定对各自企业下
属的 200 余万平方米标准厂房承
租户免租一个月，预计减免费用可
达 4000 余万元；辖区内商业综合
体华荣城决定为入驻的 100 余家
商铺减免房租费用 200 余万元，共
同助力广大生产经营性单位复工
达产。
民有所盼，政有所为。2 月 24
日早上，三鑫工业园区企业杭州麦
腾服饰有限公司更是收到了一份
来自区财政局的千万元产业专项
资金“大礼包”。
“ 我们专门联合乔
司街道上门服务，将所有表格送上
门，只需企业把相关资料填好，我
们集中带回去，在政府内部流转，
不需要企业再一个个窗口跑。”区
财政局企业科科长孙杰表示，自 2
月 13 日，区财政局成立惠企政策
集中兑现办公室，无论是大小企
业，只要符合相关条件，都有机会
拿到按照政策兑现的产业专项资
金。
“线下消费流量的不足导致销
售量的下滑，同时也间接导致了产
能的降低，今年线下 90%的业绩已
经没有了。”企业负责人孙公科表
示，区财政局压缩工作流程，提前
将政策资金送上门，及时有效地解
决了公司现金流问题，也为公司重
启服装生产带来了巨大动力。
办法总要比困难多，作为杭派
女装的生产加工基地，乔司服装加
工类企业的自生力同样不可估
量。岗位人手不足就动态填位补
缺，线下销售停摆就全面抢攻线上
阵地……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让他们冲破重围，重新迎来明媚春
天。

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乔司街道在疫情防控下，步步为
营；复工复产中，有序推进。坚信只要万众一心，没有翻不过的山；只要
心手相牵，
没有跨不过的坎。上下同欲者胜，
同舟共济者赢！
春天已至，
回暖可期。

集镇商户陆续开业，门口贴上“安全
绿标”不误防控

企业员工顺利返工车间内一番忙碌
景象

街道防控小组走访排查农贸市场等
人员密集场所

麦腾服饰在产业专项资金收据上
盖上企业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