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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体温是36.2摄氏

度，这段时间要做好防护，尽

量不出门。”在翠颐社区颐景

园小区出入口，两位志愿者正

忙着为出入的居民测体温、登

记健康信息。桂城翠颐社区

党委书记关绮珠表示，当前疫

情形势严峻，单靠社区干部和

物管很难达到理想的防疫效

果，正是居民的挺身而出、积

极参与，才为社区筑起了一道

强大的疫情防线。

翠颐社区的联防联控只

是桂城街道筑牢疫情防线的

一个缩影。在桂城很多社区，

不少居民主动站出来，共同守

护街坊的安全。例如，在桂城

街道平北社区，社区党委和居

民快速对98个社区出入口进

行围蔽、对剩余出入口安排工

作人员24小时站岗和监测进

出人员体温，一系列举措获得

了上级领导和当地居民的支

持。

桂城自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以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做到相信群众、依靠

群众、发动群众，切实形成工作

合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成功构建了全民参与疫情防控

的格局。

社区层面如此，街道层面

也如此。把视野聚焦到职能

部门，就能发现桂城“输送”防

疫知识的方式更多样、更精

准，不断创新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举措，把政策、防护知识传

播到每家每户。例如，为加大

疫情防控宣传力度，桂城城管

局迅速采购一批大音箱，分四

个片区8辆宣传车在各农贸市

场周边、主次干道和社区滚动

播放防疫宣传知识。车辆走

不进的地方，执法人员便下车

背着扩音器徒步宣传，让更多

市民认识防疫的重要性。

此外，为了应对人员返流

带来的防疫压力，2月1日起，

桂城交管、公安、卫健等多个部

门联合对进入南海的人员测量

体温，安排人员24小时在平洲

沙尾桥和怡海大桥进入桂城段

设岗测温。不仅如此，桂城城

管局、社卫中心等还派出人员，

支援桂城各部门各社区的防疫

工作，在社区的主要入口设岗

测量体温，筑起防疫防线。

党建引领多方联动齐心筑牢疫情防线
桂城通过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辛苦您了，晚上多穿点，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措
施。”在桂城大德社区南港名轩小区门口，身穿”红马
甲”的党员志愿者陆姨正在对出入小区的居民进行体
温监测，她从年初二起就配合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多天
都坚守到晚上12点才回家。在这个特殊的春节，不少
社区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都像陆姨一样，自觉取消春
节休假，加入抗疫“战线”，努力将防控工作落实到社区
的“最后一米”。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桂城街道在党建引领下打响
了一场“战疫”的硬仗，坚决落实南海区防控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相关部署。而从职能部门、村居到个
人，也涌现出一大批“战疫”的创新经验和做法，例如灯
湖社区织密三级网络做实科学战“疫”，桂一社区桂南小
区街坊会组建疫情防控队、创作防疫打油诗、动员居民
为防疫工作出力等，无一不体现着桂城高质量基层党建
和群众的团结与智慧。

由于目前疫情形势仍然严峻，桂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麦绍强要求，要继续做好“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
严守各个出入口，全面排查出入人员近期行程，做好体
温检查工作等，最关键在于动员各方力量主动参与防
控，发挥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作用，要做好打持久战
的准备和树立战“疫”必胜信心，做细做实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全力保护桂城市民的安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各位楼长大家好，根据疫

情的需要，测体温的工作还要

继续，所以希望这段时间在家

的楼长积极参与。”近日，桂一

社区桂南小区街坊会成员袁飞

凤在微信群里发出这样的呼

吁。袁飞凤是一名年过七旬的

老党员，发出通知后自己马上

在下面跟帖报名。不到两分

钟，大家也开始了微信接龙，纷

纷表示继续支援小区抗疫工

作。

在桂城的社区，这样的党员

身影随处可见，他们身穿“红马

甲”，走街过巷，默默守护着自己

身边的人。2月8日下午，桂一

社区党委还为桂南小区街坊会

授予防控临时党支部的旗帜，袁

飞凤带领小区党员在党旗下重

读入党誓言，共同把党旗插在防

疫前线。

“从2月7日起，组织办工

作人员将陆续到现场宣读批复

并授予党旗等，这是党的组织

建设延伸到联防前线的重要举

措。”桂城街道组织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桂城街道37个临时党

支部的成立，意味着前线工作

单元有了临时党支部，将全面

突出党支部在前线工作的堡垒

作用，在联防岗位树党旗，切实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

尽责。

目前，桂城街道成立临时

党支部37个，包括4个派出所

临时党支部，30个住宅小区临

时党支部、2个非公企业临时

党支部、1个园区临时党支

部。笔者了解到，为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带动群众骨干

充实群防力量，桂城街道将通

过党建引领住宅小区防控“七

步走”。

“七步走”如何走？首先要

用好小区LED广告屏、公示栏

广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让防

控信息家喻户晓，营造宣传氛

围。原则上一个小区设一个出

入口，做好出入人员检测体温

和信息登记，禁止外来人员进

入。对小区人员进行网格排

查，形成数据“六表”台账：来自

疫情发生地各地的人员汇总

表、需要送集中医学观察人员

名册、需居家观察人员名册、视

同本地人管理的人员名册、疫

情发生地返程人员预判表、发

热人员登记表。

此外，还要对发热人员、集

中观察人员、居家观察人员、返

程人员“1人1卡”等进行分类动

态监测；加强对重点场所和重点

户入户消毒。每天还需在12:
00向社区党组织报有发热症状

及重点人员监测情况，无异常情

况零报告。要提醒的是，对各工

作步骤进行监督，如发现工作不

足，实时向社区党组织进行反

馈，由社区党组织跟进整改落

实。

此前，桂城还制定了《桂城

街道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中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的工作方案》（下简称《方

案》），发起岗位值守、送温暖、

宣传巡查、劝留等党员志愿服

务四项行动，号召广大党员干

部率先带头群防群治、联防联

控，恪尽职守、坚守岗位，立足

岗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测量体温、填报表格、叮

嘱员工佩戴口罩……2月10
日是复工日，广东昭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在企业出入口处

设置人员体温检测点，每名员

工必须测完体温才可进入。

当天下午2时，在昭信平洲电

子公司的车间，员工正有序地

开始工作，每个人都戴好口

罩，没有接触和交谈。

这是发生在桂城东边企业

复工复产的一幕，而在桂城西

边及中心城区的企业也在有序

进行复工。在广东景兴健康护

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员

工进厂区前必须如实报备近2
周的活动轨迹、测量体温、佩戴

口罩等，还在门口设置消毒屋、

手部消毒机供员工消毒。由于

措施做得细致有效，得到了桂

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岑灼雄的肯定。

“根据检查情况来看，我们

辖区的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落实

得比较到位。”2月10日上午，

岑灼雄带队检查辖区企业的复

工复产情况和疫情防控措施，

他表示，为了应对接下来陆续

复工复产的企业，桂城对辖区

内规模较大的企业实行“联络

员制度”，在每个企业安排一名

联络员对接相关企业，督促企

业安排专门人员开展员工体温

检测、就餐安排等工作。

事实上，桂城的企业得以

顺利且快速在规定时间内复

工复产，是因为桂城街道早已

联手各大企业做足了“功

课”。为应对返工潮，2月 6
日，桂城街道制定企业节后复

工工作指引，要求各企业单位

做好节后复工的疫情防控工

作，具体为“四个到位”“八个

一”，确保复工安全、疫情防控

有效。其中，“八个一”就要求

企业要做每天进行至少一次

卫生消杀、每个企业落实一处

隔离场所、企业食堂建立一个

错峰用餐制度等。

根据这些工作指引，广东

昭信在公司内部也制定了一

份防疫指引。2月8日，广东

昭信每一位员工在网上都收到

了该防疫指引，上面清楚地写

明了应该如何做好各项防疫措

施，并要求所有员工认真执行，

做好自身防控工作，保护大家

生命安全。例如，对于就餐问

题，广东昭信采用合理安排多

批次和分散形式安排就餐的形

式进行，在昭信平洲电子公司

的员工餐厅可见，每张临时隔离

板上张贴着就餐指引，要求每

10分钟分批快速就餐，员工餐

前餐后都要洗手，按照指引地线

保持一人距离排队取餐和放置

餐盘。而且，取餐后分隔就座，

不要交谈，避免飞沫传播。

为攻克疫情，园区企业也

在努力应对。自疫情发生以

来，桂城两个产业园区——瀚

天科技城和天安数码城涌现了

一批热心的“两新”组织党组织

和党员先锋，在捐赠资金、援助

物资、提供服务、防疫防控等方

面积极奉献，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走进灯湖社区，在多个物业小

区的大门，都可以看到一条红色长

长的宣传语，上面写着“戴口罩、勤

洗手、不聚餐、莫大意”的字样，与

喜庆的春联、福字共同进入街坊的

视野。

这些标语一看就知道是手写

的，出自灯湖社区老党员麦志波之

手。原来在1月23日，麦志波接

到社区的紧急任务：因疫情形势日

益严峻，社区需要广泛宣传。广告

公司都已放假无法制作横幅，希望

该小区书画之家义教老师麦志波

能帮忙手写标语。

麦志波二话没说就接下任务，

他找出年前写春联剩下的红纸，从

当天下午一直写到深夜。第二天，

他手写的宣传标语就张贴在各个小

区，成为灯湖社区第一批宣传标语。

“全社区党员、群众都非常主

动地参与到防控工作中来。”灯湖

社区党委书记包杰说，在疫情防控

过程中，书画之家成员写标语，摄

影之家主动制作发布正能量的小

视频，社区居民主动捐出体温计，

还有一位社区老党员因身体问题

不能冲在一线，执意捐款3万元用

于物资采购。

灯湖社区党委下辖4个社区

党支部，8个两新党支部，共计党

员263人。自疫情发生以来，灯

湖社区党委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

组织优势，发动三级红色网格力

量，组织带领社区支部党员、街坊

会党员骨干、党员楼长、物管组成

党员先锋队，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让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

高飘扬。

“为了抗击疫情，我们公司成

立了党员应急小分队，五十多人与

小区义工队一起为居民服务，轮流

到小区巡查，解决居民难题。公司

在进行物资采购、人员值班安排、

业主宣传等工作中，也有赖于社区

党委的引领。”中海物业佛山分公

司助理总经理汪剑光说。

桂城灯湖社区辖区面积

4.71平方公里，集聚了较多的高

新企业、商业综合体，防疫工作重

点是内防扩散、外防输出、集中消

毒等三个方面。“关键时刻，就必

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冲在

一线。”包杰说，依托社区基层党

组织建设和两新党组织、社会力

量，千灯湖板块织就了一张密网，

只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对于党委

的号召就能一呼百应。

》筑牢疫情防线

》彰显党建引领

引领住宅小区防控“七步走”

》构建防控格局

■案例特写

撰文/李冬冬供稿杜建新叶满锡

■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卢启良为深圳天安智慧园区运营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授予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党旗。

■■ 桂二社桂二社

区工作人区工作人

员为居民员为居民

派发临时派发临时

出入证出入证。。

■■桂一社区党员志愿者和居民贴横幅桂一社区党员志愿者和居民贴横幅，，宣传防疫知识宣传防疫知识。。

●灯湖社区
发动三级红色网格
力量齐抗疫

政企联手做好复工防疫工作

各方力量主动参与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