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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争中，各社区党组织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筑起防疫保护墙。

突如其来的疫情，将狮山罗村17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推上了群
防群控的一线，抗疫重心下沉，社区成为主战场。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各社区党组织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筑起防疫保护墙。

社区“硬核”战“疫”全力织密防控网
罗村各社区党组织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筑起防疫保护墙

社区“硬核”战“疫”全力织密防控网
罗村各社区党组织积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筑起防疫保护墙

今年春节，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市内多数企业延迟复工。

为保障疫情防控物资需求，根据

有关部门要求，狮山罗村部分原

材料及成品企业已提前复工复

产，为战“疫”一线提供更多物资

支援。

设立隔离房间
分批就餐保持1米距离

位于穆院社区内的广东飞思

特建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集装

箱及隔离病房夹芯板。根据政府

要求，已于1月28日提前复工。

疫情发生后，该公司召集分散在

广东、广西等地员工返回佛山，准

备复工。在厂房门口，该公司贴

有“所有进入者必须戴口罩”字

样。

现场可见，进入厂房，所有人

员必须先测量体温，低于 37.3
摄氏度方可进入。若员工出现体

温偏高、从疫情发生地回归等情

况，该人员将被安排进入专门的

隔离间等待进一步处理，有效将

厂房内正常生产的员工保护起

来。

“员工就餐目前采用分饭分

菜，分批就餐制度。”该公司法人

代表何金生表示，公司要求员工

吃饭时保持1米距离，减少互相

靠近、聚集。据了解，该公司有部

分员工来自疫情发生地，目前仍

留在当地，广东飞思特建材有限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保障员工

福利和待遇，让员工能安心在当

地听从安排，减少人员流动。

严控人员来往
消毒液口罩准备充足

另一家位于塘头社区的广东

华翱洁净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

玻镁、岩棉净化板，可用于组装板

房。因厂区人员来往较多，门口

有专人登记信息、测量体温，并提

供消毒液、酒精等供来往人员使

用。该公司目前已有约8成员工

回归。

厂区内可见大型运输车辆、

仓储、生产一线均秩序井然，所有

员工均佩戴口罩，正围绕生产线

专注地加紧生产板材。

据该公司事业部总经理李颜

其称，因应疫情防控需要，企业目

前开足马力，为本地有关疫情检

查站、隔离观察病房等需求方供

货，也为疫情发生地一些紧急建

设项目提供建设物资，目前日产

量接近6000平方米符合规格的

净化板。

“我们的员工基本住在塘头

社区，公司和社区、经济社已建立

良好的沟通，对接好员工信息，保

障员工能顺利进出宿舍。经济社

方面也会严格管控人员，符合复

工要求的企业员工才允许每天进

出，对员工也是一种保护。”李颜

其表示，员工实行错峰就餐制度，

原有的1小时就餐时间扩大了1
至2倍，降低聚集风险，同时在复

工复产前，已准备好充足的消毒

液、口罩，保持企业内部环境清

洁。未来，公司将考虑向员工宿

舍配发消毒液，充分满足员工们

的健康需求。

撰文/摄影 吴志恒

供稿李德峰

本周一是广东省企业复工

复产的第一天。较早前，狮山镇

发布《关于企业复工复产申请及

现场核查事项的通知》，要求企

业复工复产需向所属社会管理

处、村居提出申请，经现场核查

通过后方可复工复产，未经核查

不得擅自开工生产。

据了解，各类企业均适用于

复工复产相关文件中所要求的

企业，其中明确规定五类企业不

得复工复产：1.计划上岗员工中

有到访（返回）过湖北、与湖北居

民有过密切接触、或有发热等疑

似症状人员，企业未按规定对其

实施隔离观察 14 天的；2. 没

有在厂区、工作区域张贴“未戴

口罩、严禁入内”警示标识的；3.
员工没有佩戴口罩的；4.没有建

立员工体温检测、场地消毒等防

疫制度的；5.企业没有向村居报

备《企业员工全员健康情况登记

表》、《从疫情发生地返回的员工

情况排查表》的，不服从村居疫

情防控工作管理的。

根据工作指引，企业在复工

期间需做以下健康筛查工作，包

括：企业安排专职测温人员对所

有进出企业人员开展体温检测，

发热者不得上岗；员工如出现发

热、咳嗽、气促等症状，应主动佩

戴口罩，并立即到就近的公立医

院发热门诊就诊，企业要做好登

记，并跟踪就诊情况，及时向所

在社区报告，积极配合社区、公

安、卫生工作人员工作；企业要

做好人员防疫防护，对进入企业

的人员要求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此外，企业还需符合防疫卫生

要求。更多复工复产详情，罗村企

业可咨询各所在社区居委会或致

电 86441060、86441526。
如市民发现罗村辖区企业未经

批准擅自复工复产，亦可通过上

述电话进行举报。

链 接

通知原文节选如下：
为落实节后有序复工复产

的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根

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复

工和学校开学时间的通知》要求

和《佛山市南海区节后复工复产

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南防控办〔2020〕49号）的工作

部署，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请各企业按照《关于企

业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和疫

情防控工作指引（2 月 5 日 17

时）》要求，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和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

项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措施，并

向所属社会管理处、村居提出复

工复产申请，经现场核查通过

后，方可复工复产。未经核查，

不得擅自开工生产，违者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规定，责令企业停产，并追究

相关责任。

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推动企业平稳有序展

开复工复产工作，政府、社会管

理处、村居将组成多个联合现场

核查组，对提出申请的企业进行

现场核查。

撰文/整理吴志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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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起，通过申请、核查
企业可复工复产

“首先，各位市民朋友要尽量

多留在家中，不要出外。”近段时

间，街边社区内时常传来阵阵疫

情防控的广播声。原来是在此次

战“疫”中，街边社区多名党员认

领了政策法规宣传岗，主动当起

了疫情防控的“宣传员”。

战“疫”路上，社区大秀“硬

核”奇招。街边社区党员每天驾

驶安装了移动大喇叭的消防安监

车和治安巡逻车，在社区各经济

社和辖区厂企主干道循环播报防

控音频，用最简单、最直接、最有

效的方式，将防疫须知通过通俗

易懂的方式传达给村民，打通了

防控疫情信息的“最后一公里”。

自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以来，芦塘社区辖区群众不

断加强防守和排查，吴村和旧村

自觉取消原定的春节节庆活动。

各经济社的社长们都放弃春节休

假，积极在村内奔走相告，向每家

每户宣传疫情防疫形势；同时，各

经济社贯彻落实设卡检查和登记

工作，每村只留一个出入口，对存

在的漏洞通道，想方设法进行围

闭。

芦塘社区两委干部白凤群介

绍，芦塘社区共设有18个检查卡

口，有的是“卡中卡”，即主干道设

有5个卡口，有3条村设有4个卡

口，该9个卡口属于24小时轮值，

另外9个卡口值班至凌晨1点，努

力确保防控工作“万无一失”。

“我们呼吁塘头社区党员向

唐永林同志学习，勇敢站出来，

坚决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这一仗！”自1月26日起，

一张张经过精心处理的图片在

塘头社区企业、党员、村居微信

群广为传播，它们都有一个共同

点：写有“新年大吉”的黄色背景

上，配有文字和图片。这一张张

图片色调和形式十分引人注目，

也让大家有了转发分享的欲望。

胡宏卿是塘头社区第一书

记，1月26日，他制作出第一期

“疫情防控系列”图片，主题为《给

塘头社区企业主的一封信》，以广

东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响应为背景，向企业主和企业员

工发出推迟上班的倡议。

截至2月11日，胡宏卿“疫

情防控系列”已更新到第 41
期，内容涵盖动员党员挺身而

出、表扬退伍军人、工作日记、收

集异地员工信息小程序、疫情防

控期间违法案件分享、塘头社区

工作思路、感谢群众捐赠物资

等。

第一书记手机“P图”动员全民防疫

塘头

在上柏社区各公告栏，工作

人员张贴《致南海市民的一封信》

和预防新型冠状病毒“48字法

则”。直联团队、党员志愿者、各村

社委和工作人员深入村居和工业

区派发传单，并作口头温馨提示。

社区内显眼处还悬挂多款防控疫

情宣传标语，并通过公众号、党员

群、企业群等方式发布疫情防控须

知。

与此同时，网格员、治安队员

和消防巡查员等，到各出租屋、企

业店铺等入户走访，对在社区居

住或营业的人员健康信息和活动

情况进行登记。社区工作人员坚

持动态巡逻，特别对村民拜年、聚

餐等活动进行摸查，劝导居民留

在家中。

A

循环播放大喇叭宣传防疫信息街边B

朗沙社区党委委员叶少珍

表示，管理各个经济社的体温检

测，必须先解决把控好进出流向，

即保证所有人从检查口通行。

为此，朗沙社区特在上罗沙

经济社原有停车场外围增设围

栏，方便人员统一管理，统一检测

体温。同时，朗沙社区还在出入

检查口，为疫情发生后初次返回

出租屋的外来人士派发临时出入

卡。临时出入卡必须在进出时展

示并登记体温，有效减少核实常

住居民身份的工作量。

据介绍，朗沙社区还经常向

社区居民发送防疫提示短信，截

至2月1日，朗沙社区已发送提

示短信10180条，向社区居民传

递更多使用防疫信息。

自制临时出入卡管理租客朗沙C

“卡中卡”堵住防控漏洞芦塘D

多渠道广覆盖宣传疫情防控上柏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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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头社区第一书记胡宏卿编辑新一期防疫宣传图塘头社区第一书记胡宏卿编辑新一期防疫宣传图

■■街边社区将移动音响面包车开进石狮村街边社区将移动音响面包车开进石狮村，，播报防控音频播报防控音频。。

■■芦塘社区各设卡点严防死守芦塘社区各设卡点严防死守。。

■■飞思特公司于飞思特公司于11月月2828日复工日复工，，保障疫情发生地员工福利待遇保障疫情发生地员工福利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