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苑
社区

业主“微信接龙”主动上报

信息，党员自告奋勇撑起志愿

服务岗，热心街坊送口罩、送姜

茶，社区“两委”班子每日巡查

市场、食肆……在战“疫”面前，

花苑社区多措并举，以创新方

式落实群防群治，用暖心举措

筑牢战“疫”防线。

“微信接龙”
有效摸排疫情信息

花苑社区常住人口16000
多人，流动人口6300多人，辖

区包括了花苑广场、鹿璟村、御

景城市花园等小区，人口相对密

集，疫情当前如何做好疫情防控

的宣传动员和信息摸排工作？

花苑社区交了一份“满意答

卷”——利用业主微信群迅速有

效收集信息。

“花苑广场7座接龙如下：

608房为出租房，租客广东人，

没有去过疫情发生地；407房自

住，未到过疫情发生地，最近无

亲戚走访……”从1月26日（大

年初二）开始，花苑社区居委会

通过住宅小区、楼长、住户三级

微信群，业主自觉“微信接龙”、

逐级报告的方式，及时报告相关

人员的情况。“微信接龙”这个平

日里让人不喜的“刷屏”行为，如

今却发挥了大大的作用。

“这个方法很省力，业主也

够给力！”花苑社区党委书记顾

惠婵点赞道，省下了挨家挨户排

查的力气和时间，只需电话联系

不在业主群里的部分居民。目

前，御景城市花园的 12栋楼

578户人在物业公司的协助下

已统计完毕，花苑广场已在微信

接龙237户人，鹿璟村738户

人，为花苑社区信息摸排工作大

大提速。其他没接龙的，社区通

过电话、走访等多途径了解近期

居民出行动向，尽力做到排查全
覆盖。

小区党支部
自发撑起志愿岗

“微信接龙”不仅实现迅速

收集有效信息，还在征集志愿者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疫情，

花苑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基

层基础，带头切实筑牢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的疫情防控“红色

堤坝”，一些党员志愿者在居委

会的呼吁下，纷纷加入其中。

从1月30日（年初六）起，

御景城市花园党支部在微信群

里动员党员，主动承担起其小区

西门出入岗的志愿服务，目前已

有20人次加入，他们每天按上

下午两班、每班2个人值守。测

量体温、排查进出车辆及人员、

做好详细登记，牢牢守住小区防

疫的第一道大门。而驻点团队

和社区“两委”班子也每天对市

场、食肆等经营场所进行巡查检

查，杜绝售卖野味，查看食品粮

油供应情况。

受到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

志愿者们的感染，街坊志愿互助

会成员、业委会、楼长等也纷纷加

入“社区防控战‘疫’大军”。鹿璟

村和居A座楼长飞哥得知街坊

因缺少口罩而“寸步难行”，他主

动捐出250个口罩，还为站岗志

愿者送去酒精消毒水。有一位

党员志愿者近期有点小感冒扛

不了寒风，她说即使不能上岗也

要做好后勤工作，于是每天早晚

两次亲手制作暖心姜茶送给站

岗的志愿者。还有一些街坊买

菜路过，也会停下脚步替志愿者

站一会儿岗……

风虽冷，心却暖，党旗飘扬

在战“疫”最前沿，群众也给力守

住大后方，党群合力，群防群治，

力度不松，温度不减，花苑社区多

方齐聚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

撰文/麦玮炘 供稿姚瑞娟

“请大家高度重视本次新

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少聚会、

少串门、戴口罩……”每天早中

晚，桂城街道夏北社区内都会响

起一遍又一遍的广播宣传，社区

中每个角落、每家每户都能清晰

收听疫情防控有关通知。

郭玉棉是夏北社区洲表经

济社社委，从大年初二开始，他

就和其他公职人员一样返回到

了工作岗位上，为本次新型冠状

病毒防控贡献微薄力量。“我们

洲表村里有超过 15个高音喇

叭，是平常宣传通知的重要‘帮

手’，村民们都十分重视倾听。

这次疫情防控我们天天播、固定

时间播，长则2个小时，短则30

分钟，目的是希望宣传内容深入

人心，引起大家的重视。”郭玉棉

说，还记得前些天的上午10点，

他还在洲表村里巡逻视察围蔽

情况，一看时间差不多了，他就

急匆匆回到洲表股份经济合作

社一楼，坐到功放机前启动广播

按钮，一播就是大半个小时。广

播结束时已经临近饭点，但郭玉

棉离开广播岗位后，又匆匆投入

到其他防控工作中去了。如此

“固定安排”，郭玉棉每天都要进

行两到三次。

据悉，桂城街道夏北社区是

一个人口密集的农村社区，常住

人口8000多人，流动人口更是

多达 1.5万人。在本次疫情防

控中，夏北洲表、聚龙南、聚龙

北、永胜、宝华5个经济社均采用

了“小广播、大喇叭”的方式，利

用社区中数十个高音喇叭，在早

中晚进行全覆盖宣传播报，及时

传达上级有关疫情防控的通知

和个人预防感染的知识。针对

社区中村民户籍、年龄不一等特

点，社区还准备了粤语版和普通

话版，方便听众倾听。

“这些大喇叭是社区宣传的

‘好帮手’，日常有大型活动或重

要通知需要告知每家每户的，都

会通过广播的方式宣传，这个传

统在旧时候就有了，所以村民们

对广播内容都会十分重视，甚至

没听清楚的还会四处打听具体播

放的内容。”夏北社区党委委员梁

健晖表示，广播具有及时、全面、

直接等特点，对于不擅长上网了

解资讯的中老年人也有很好的宣

传效果。

此外，夏北社区还通过张贴

海报、派发宣传单、悬挂横幅等

方式加强对新型冠状病毒防控

工作的宣传。“根据上周统计的

大概数据，海报已贴300多份、

横幅挂了 100多条、宣传单和

一封信等也派了超过 600张，

下一步还会增设流动车进行流

动宣传。”梁健晖说。

撰文/邹韵斯

几分钟内搜索出辖区内

799名疫情发生地人员详细信

息、一天制作1200余张临时出

入证……近日，大德社区运用社

区信息管理系统，高效落实辖区

商住城小区疫情防控工作。

大德社区两委干部、创熟专

干李丽虹介绍，大德社区商住城

小区始建于1992年，共8座，有

287户共1200余人，四周没有

封闭式的围墙，是典型的无物业

开放性小区，平时任何车辆、市

民进出都不需要出入证。

目前，桂城街道进入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防控关键期。面对

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人员流动没

有严格的规定等不利因素，大德

社区根据区域相近、统一管理等

原则，在商住城周边拉起“防护

线”，设置出入登记岗，对进出的

业主进行体温监测。

“但是我们发现，大部分居

民出入都习惯不带身份证、居住

证等证明，导致出入登记时站岗

人员难以把关该人员是否是本

小区的住户，给防控工作增添工

作难度。”李丽虹说，如何强化无

物业临时小区的管理，是大德社

区疫情防控工作必须解决的问

题。

对此，大德社区第一时间

想到运用桂城街道社区管理

处于 2009 年研发的社区信

息管理系统。李丽虹介绍，该

系统运用“以房管人”的理念

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智能化

水平，记录住人情况及信息，

包括年龄、籍贯等，十分详

尽。大德社区长期做好系统

信息的收集、录入和更新工

作，夯实网络信息平台基础。

针对商住城疫情防控工作，该

系统可将人与房屋关联起来，

导出并筛选出住户的信息，一

天内为商住城的 1200 余名

住户制作临时出入证。

“这个系统最大的有点就是

有搜索功能，信息也很完善，想

要任何数据可以马上导出，不需

要书写。”大德社区两委干部、创

熟专干李丽虹还提到，1月26
日，辖区需要上报疫情发生地人

员信息，运用该系统，几分钟内

即搜索出799份疫情发生地人

员信息，包括商铺员工。“当日，

我们逐一打电话落实，翌日马上

落户跟踪，十分高效。”

除了运用该系统，大德社

区党委组织通过“创熟”工作

手法，辖区党员带头号召，街

坊志愿互助会成员和楼长积

极响应，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将

制作好的临时出入证派发到

商住城小区的每家每户，并在

入户时宣传防控知识，明确告

知业主出入带证的重要性，获

得住户们一致好评。

撰文/摄影 丁当

供稿王小姬 李丽虹

为加强疫情防控工作，连日

来，桂二社区针对无物业小区和

单体楼加强风险隐患点进行排

查。目前，社区已临时接管27栋
无人看管单体楼，另外5栋无物业

单体楼则由楼长团队进行管理。

增设卡口便于管理
安排24小时联防值守

据了解，该 27栋单体楼自

1989年起逐一兴建，居住的大

部分为长者及租户。单体楼楼栋

间隔较大，出入口较多。一直以

来均无物业管理，部分楼栋由楼

长团队及自治小组进行管理。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对此，

桂二社区临时接管27栋无人看

管单体楼，为12个出入口筑起

“防护线”，并设置15个临时卡

口，对出入人、车进行登记，对司

乘进行体温测量。

“我们以连片住宅区为单元，

只留1个出入口供行人及机动车

出入，人、车均需登记，否则无法

进入，其余出入口暂时关闭。”桂

二社区党委书记何雄铭介绍，筑

起社区连片“防护线”，防控效果

较好，如玫瑰村北门约两百米的

人行道，整村仅留1个出入口；对

计委宿舍等5个小区的5个人进

出小路口减少至1个，十分便于

管理。

针对新增15个卡口及原有

5个卡口，由社区工作人员、街道

驻点团队及区下派干部等组成专

门队伍，进行24小时联防值守。

“我们每天分三班进行值守，根据

各卡口的大小，每个卡口安排2-
4人不等。”

针对5栋无物业单体楼
楼长团队进行上门登记

何雄铭介绍，另有5栋无物

业单体楼由于条件限制，无法

进行临时接管处理，则由楼长

团队进行管理，上门为每户居

民进行体温测量及登记。何雄

铭表示：“这5栋单体楼曾用于

员工宿舍，居民之间相互熟悉

程度较高，也便于楼长团队进

行管理。”

由于该 5栋无物业单体楼

租户较多，楼长团队首先会根据

此前清查的名单，逐一致电租

户，落实行踪。“若发现疫情发生

地租户，则建议其暂不返回租

屋；若租户已返回租屋，楼长团

队需马上通知社区，由社区工作

人员对租户进行身份信息核实

及居家隔离登记。”何雄铭说。

同时，为了方便工作人员识

别桂二社区居民，社区还为每户

户籍居民制作及派发临时出入

证。而针对已返回社区的租户，

社区工作人员则会根据屋主签

订的责任书及其出具的租住人

员名单，为租户办理临时出入

证。

撰文/摄影 丁当 供稿 何雄铭

接管27栋单体楼
24小时联防值守

大喇叭播报
覆盖每家每户

居民微信接龙报信息
党群抗疫有力度有温度

运用信息管理系统
强化商住城小区疫情防控

■党员志愿者对进出社区商住城市民体温测量。

■桂二社区工作人员为进出居民测量体温。

■街坊为志愿者送上暖心姜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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