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个日夜全记录
仁和街道

2020 年 3 月 26 日
责任编辑：
王杨宁

35

YUHANG MORNING POST

念好“四字诀”双线作战“双满月”

自 1 月 20 日起，仁和街道临难不惧，念好四字诀，第一时间落实隔离管
控，拉起隔断疫情蔓延的内外防线，构筑坚实的防疫堡垒。首个街道集中隔
离点设立、疫情防控数据中心上线、群防群控再度升级、走访企业下好复工
“先手棋”……这一系列组合拳，为仁和街道取得防疫防控与复工复产“双线
战役”
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疫情无情人有情。在仁和，一个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战“疫”故事不断
发生。双陈村村民陈荣宝赶制 20 个微型小木屋，为卡点值班人员送去温暖；
九龙村残疾人专职委员俞洪正，自编方言快板，走街串巷宣传防疫知识；理
发师王芳免费为一线防疫志愿者剪发。人大代表、妇联志愿者们、团员青
年、企业家们，
纷纷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抗疫，
与温暖同行。
距疫情防控战役打响已过 60 多天。回望，仁和街道以有力、及时、温暖
的态度，
交出了一份蹄疾步稳抓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
“答卷”
。
本版组稿 吴怡倩 陈连孝

仁和商铺恢复营业

念好
“早”
字诀 争分夺秒紧控源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仁和街
道闻风而动，第一时间召开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成立指挥部，
主要领导靠前指挥，24 小时轮班值
守做好疫情防控紧急响应，同时要
求各村社立即在辖区范围排查重点
疫区返回人员，1 月 22 日率先在东
塘片区设立全区首个集中隔离点，
35 名湖北返杭人员即刻落实集中隔
离，根据实际情况，街道后续又在云
会、獐山片区增设两处集中隔离点，
安排人员力量每日进行体温检测。
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
工作来抓。1 月 27 日，仁和街道抽
调了教育卫生、经发、城建、综治等
科室人员，成立疫情防控数据中心，
运用“大数据+网格化”手段集中收
集、核查、汇总及上报人员信息，主
要是涉及到湖北籍的常住人口，包
括学校师生、企业用工、建筑工地用
工等单位，实现线上线下排查“双保
险”
。
针对居家医学观察人员，由所
在村社落实人员提供“快递”服务，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加强日常居家
管控，确保医学观察无盲区、全覆
盖。1 月 29 日，东塘村村妇女主任
黄晓婷收到了居家医学观察人员的
“订单”，准备好食材后她一一送上

严阵以待 筑牢防“疫”线
门；同一时间，和庭社区工作人员正
通过微信、电话等，与居家医学观察
人员核对所需物品，采购分装完毕
后也一一送货上门，还贴心地附上
写着
“隔离不隔爱”
的纸条。
如何有效遏制新冠肺炎疫情的
传播蔓延，减少人员聚集是关键，加
强宣传是手段。疫情防控期间，仁
和街道的村社干部、网格员、党员、
居民代表及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
发放宣传资料，加强疫情防控宣传
教育引导，劝说村民取消聚餐、摆酒
席等行为；通过户外大型电子屏播
放宣传视频、走字屏播放宣传标语、
公共场所悬挂横幅等形式，提升全
民防范意识；采用农村应急广播、巡
逻车“小喇叭”每天定时巡回播放，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消息等形
式，确保老百姓知晓。

念好
“细”
字诀 以点控面统筹全局
仁和街道位于杭城北部，南邻
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万余名物
流工作人员租住在辖区村社；西设
花园港航义桥码头，近百名温岭籍
水域工作人员经常性停船靠岸；北
接德清，11 条跨市道路承接主要市
际运输；辖区外来人口数远超过本
地户籍人数，疫情“内防扩散、外防
输入”管控难度大。为此，仁和街道
细化排查制度，将 20 个村社化整为
零，网格再细分为包干小组，实行小
组封闭式管理。组团联村干部包干
到“组”强化力量，对内精细排摸居
民到户，排摸企业、建筑工地到人；
对外封闭部分道路岔口，保留 100 多
个出入口，设点 24 小时值守，严格执
行上级指令，管控人员进出，盯牢人
员流动的关卡。
“后果不敢想象！幸亏在排查
中就多设置了一个问题，否则真的
就漏排了。”和庭社区党支部书记姚
伟其回忆起 1 月 24 日摸排的一起情
况时，仍心有余悸。
和庭社区是新成立的社区，管
辖范围主要包含金鼎华庭、春色满
园、和平雅苑等多个小区，有流动人
口 3260 人，其中来自重点疫区的流
动人口 290 人。接到任务后，和庭社
区为了提高排查效率，迅速动员社
区党支部力量，调动 34 名党员开展
地毯式滚动排摸，并统一了排查中
需要注意的信息。
“除了常规问题，我们还附加了

仁河大道与和旺街交叉口

念好
“实”
字诀 精准服务助力复产
在杭州淑洁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内，生
产口罩的设备正在加足马力生产。
“ 淑洁
卫生”董事长丁桂兴告诉记者，前期仁和
街道复工复产专班工作人员与市场监管
等部门召开了座谈会，协商设备运输、原
材料供应等问题。多亏了他们的协调指
导，这台设备才能从广东顺利抵达余杭。
“淑洁卫生”的顺利有序复工，除了得
益于企业主动承担主体责任，也离不开仁
和街道的支持与服务。在当下的特殊时
期，
仁和街道结合走亲连心
“三服务”
活动，
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的复工复产专班，全
力做好“物资、管控、隔离”三项保障，坚决
当好企业复工复产的
“贴心卫士”
。
“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解企
仁和（定）.
vf
t

业之所困。”仁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企业复工的“智囊团”，实时连线专家线上
处主任褚潇表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问诊把脉”，针对企业产线优化、产能加
济建设，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 快等问题开出“药方”；衔接部门企业，帮
仁和街道积极引导涉及经济社会正常运
助员工搭乘复工专列，畅通返岗务工人员
行的行业和企业“先动起来”，细化责任体
回仁渠道；组建“新仁小队”，协调解决部
系，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机制，返岗职工“白
分企业骨干、新仁和人自重点疫区来杭入
名单”
“ 一人一档”管理，
“ 先动”带动“后
城难问题，确保早日上岗复产；在重点防
动”，逐步实现全面复工。同时，控制村社
控基础上，针对辖区内小微企业、疫情影
日常人员流动频率，根据风险等级精准差
响严重的企业，对接区级部门、银行等单
异 化 实 施 防 控 ，倡 导 居 民 继 续“ 以 静 为
位，最大力度争取优惠政策、补助资金、低
宜”，巩固战“疫”初步成果。截至目前，辖
息贷款等强大支撑；携手钱开区搭建农产
区内 40 家规上企业和 800 余家规下企业
品企业与网络电商合作平台，拓宽农产品
全部复工。
销售渠道，
服务农企促增收。
复工就是稳就业，复产就是稳经济。
此外，街道领导包干 33 家规上企业，担起

专班工作人员指导企业复工复产

工作人员向沿街店铺发放告知书

念好
“快”
字诀 百业复苏产业兴旺

东塘村网格员排查人员信息
一些细节问题。当时，所有人的关
注点都还在武汉，我们把信息排查
范围扩展至湖北全省。”姚伟其介
绍，1 月 24 日，社区在排摸过程中发
现，湖北应城来杭探亲的杨某居住
在辖区一小区内。在详细了解情况
后，社区要求相关人员居家隔离。
隔离期间，杨某和其家人陆续出现
发热症状，4 人均被确诊。和庭社区
用实际行动与时间赛跑，第一时间
锁定隔离传染源，为疫情防控争取
了时间，
使其对外界的影响最小化。
疫情防控中时间就是生命，一
条条战“疫”措施给仁和的老百姓编
织了一张防护网。村社成立 15 个临
时党支部，指挥防控稳定民心；辖区
居民主动响应“志愿者招募令”，争
当村社“守门员”。1 月 28 日晚，云
会村在招募令发布不到 1 小时，即获
得全村 652 户响应支持；双陈村出租
房东主动联系未返杭租户，退还一
个月租金劝说其暂缓返杭；洛阳村
开展“硬核”管控，给村民发放“车辆
通行证”
，严格执行出入制度。

“年前堆积了产值 5000 多万元的订
单，复工复产的确非常及时。”在杭州杭氧
低温容器有限公司，复工复产后车间里机
声隆隆，一片繁忙。总经理毛荣大介绍，
“杭氧”是全球空分行业的头部企业，很多
产品都是科研急需设备，耽误不起。企业
第一时间要求复工，并在仁和街道的帮助
下快速复产，预计今年销售收入可能会突
破历史新高，达到 3.5 亿元。
眼下是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也是春
耕备耕的重要时节。在渔公桥村益民粮
食现代农业园里，益民农业生产服务合作

社工作人员正在给小麦田间除草。合作
社负责人沈兴连介绍，今年合作社的种植
面积共有 4200 余亩，3000 亩种植了小麦，
其余种植的都是油菜，预计全年总产量稳
定在 2500 吨。
“双线作战”进行时，经济发展更当
时。一方面，仁和街道广泛收集市内首批
开复工企业经验做法，制定成册，走访发
放至辖区企业，针对性宣传开复工政策，
指导制定复产工作方案和计划，协助健全
疫情防控工作体系；另一方面，注重深扎
强抓农业，借力科技手段，做好田间菜苗

杭州杭氧低温容器有限公司复工复产

保护工作，邀请余杭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专
家，围绕农作物栽培技术、农机具使用等
知识对辖区内农户进行视频线上培训；帮
助指导辖区合作社、农户采用机械作业替
代人工施肥，尽量避免疫情延误农时。
春天已经到来，正如万物复苏生长，
仁和的“烟火气”逐渐恢复，路上的车辆多
起来了，沿街店铺陆续开门了，广场上也
热闹起来，仁和的社会经济也正蓬勃向
上，奏响一曲春的乐章！

申江集团有限公司忙着装载产品发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