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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涌社区的防控举措仅是里

水镇构建疫情防控三级网格责任

管理体系的一个缩影。里水镇38

个村居，超过1.6万栋出租屋，已有

35万新市民回流，每天回流各村

（居）的人员日益增多，村（居）一级

疫情防控工作严抓严守。

为将村（居）防控工作进一步

规范化、制度化，近日，里水镇出台

了村（居）疫情防控三级网格体系实

施方案，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守严守

牢疫情防控的关键防线。村居就

是防控最关键阵地，是神经末梢，

三级防控就是筑牢村居战疫堡垒。

里水镇构建村（居）疫情防控

三级网格责任管理体系，旨在建立

疫情防控沟通机制，落实各方责

任，其中村（居）负主管责任，负责

做好防疫工作部署；各经济社负属

地责任，主要配合开展疫区人员排

查、协助出入证办理及安全闸口管

理等；出租屋主（企业主）负主体责

任，负责监控租客（员工）不外出、

不聚集，管控重点人员居家留观。

通过三级防控网格管理，筑牢全民

参与防控疫情的坚强战斗堡垒。

里水镇流管局负责人介绍，通

过前期大步社区的一宗案例充分

体现了联动防控的作用。原来，不

久前一名四川籍外来务工人员自

驾返回里水大步社区，同车有其妻

子、母亲及一对孩子。第二天该名

外来人员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出

租屋主第一时间向社区报告。大

步社区接报后马上启动社区防疫

应急程序，通知南方医科大学南海

医院，并及时安排救护车接送诊治，

同时对其家人进行居家医学观

察。经诊断，其只是普通感冒发烧。

该负责人认为，虽然此事只是

虚惊一场，但却是对社区防疫应急

处置的一次检验，说明社区防疫应

急预案是可行的、到位的。同时，

也检验了出租屋主的防控意识非

常到位，其及时上报的做法保护社

区居民健康。

锦绣蓝湾小区是金旗峰社区较成熟

的小区之一，超过1000户居民，其中流

动党员有90多名。41岁的叶华平是从

韶关南雄来里水定居的新市民，是一名

外来（流动）党员，也是蓝湾小区的党小

组组长。他从大年初四就组织成立了小

区疫情防控党群综合志愿服务队。

“请尽量少出门，出门要佩戴口罩！”

“您家的菜肉和您需要的药买好了，放在

门口啦！”……叶华平发动90多名流动

党员行动起来，有的在小区门口值岗，有

的为居家医学观察的业主“跑腿”，有的

与楼长一起扫楼排查重点人员。

在疫情防控期间，这帮穿着红马甲

的党员志愿者成为了小区里最显眼的

“逆行者”。他们在守护小区安全的同时

也受了不少委屈。蓝湾小区有一名留在

小区过年的湖北籍业主，对小区防控工

作较为抵触，有一次进入小区时抗拒值

守人员的测温检查，开着摩托车就撞了

过去 ，当场撞伤了叶华平。现场其他值

守人员很快就报了警，叶华平却忍着伤

痛坚持通过沟通来处理，尽量不要让这

名业主情感上受挫。

“他看到家乡疫情严重，不希望家乡

人在这边受到区别对待，我理解他的心

情，大家都是邻居，我们应该包容他一时

的情绪。”在叶华平的坚持下，在民警、

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的努力沟通下，该业

主逐渐接受并支持小区的防控措施。

像叶华平带领的党小组以及小区疫

情防控党群综合志愿服务队，在金旗峰

社区的25个物业小区里都有。金旗峰

社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溢威介绍，与农村

社区不同，城市社区楼盘多，人口密集，

防疫难度大。在防疫期间，区、镇下派了

挂钩工作组到社区，各

小区也建立了临

时党支部和疫

情防控党群

综合志愿

服务队，

党的引

领深入

到各住

宅小区

一线，群

防群治力

量得到有效

补充，让小区

安全防控网更有

广度与深度。

里水构建村（居）疫情防控三级网格体系，将防控责任落实到一线

经济社守好闸口 房东紧盯租客

“明天有疫情发生地居民返

回，我们昨天就跟居民沟通好

了，提前做好防控准备！”近日，

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从老家

返回，金旗峰社区各小区的防

控压力日益增大，各环节的细

致管理、贴心的服务显得尤为

重要。

蓝湾小区有几户之前回老家

过春节的居民返回小区，小区物业公

司保安队长姜幸颜提前得到消息后第

一时间与小区入口值岗人员布置，按

照约定时间在门口等候。返回居民一

到，马上安排登记、轨迹查询、测温、办

出入证等，完成一系列程序后，发现没

有异常，居民即回到小区家中。

事实上，为了全面做实疫情防控

工作，金旗峰社区党委统一部署，引

导各个小区党小组或临时党支部整

合多方力量，开设“闸口检测岗”、“监

督巡查岗”、“信息摸查岗”、“关爱慰

问岗”和“后勤支援岗”，实施“五岗”

联动，精细化织密群防群治网络。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之

初，春节期间小区物管人员暂时未能

到位，面对紧张的防控形势，人手非

常紧缺，这时各小区的党员、楼长、志

愿者等迅速补位。李溢威表示，针对

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金旗峰社区党委

以党建引领，整合多方力量并适时调

配，确保防控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关口，各个岗位间有序联

动，又互相支撑。

“有租客回来了，暂

时在出租屋进行居家医

学观察！”3月17日上午，

沙涌社区出租屋主符国

棣为租客买了菜肉，让租

客安心居家医学观察。

这段时间以来，为了守住

出租屋防控安全，他紧盯

每位租客的动态，发现异

常及时上报，尽自己最大

努力确保出租屋及村居

的安全。

符国棣只是里水镇

上万名出租屋主之一，也

是里水镇疫情防控三级

网格体系中的发挥关键

作用的一环。随着复工

复产有序开展，里水近

35万新市民回流，各村

居成为了防控重地。面

对回流人员多且人口复

杂的现状，里水镇构建了

村（居）—经济社—出租

屋主（企业主）疫情防控

三级网格责任管理体系，

建立疫情防控沟通反馈

机制，将防控责任落实到

一线，通过三级联动，全

面防控不漏一户一人。

“有疫情发生地的租客回来

了！”符国棣知道疫情发生地户籍

租客回到村口后，根据平时流管

员宣传的注意事项，第一时间通

过电话上报，做足防控措施前提

下，等待下一步指引。

符国棣自建出租屋一栋，租

住了10户租客，目前有9户租客

已返回。每天他都根据村里的

要求，登记好返回租客的信息，发

现异常即上报。不仅如此，他还

时常劝导租客下班后尽量少外

出、不聚集，让租客安心度过防疫

关键期。

与符国棣等出租屋主一同

作战的还有深入各间出租屋的

流管员。“我们每天都巡查出租

屋，除了向出租屋主做好疫情宣

传工作外，还要入户探视居家隔

离人员、排查大数据反馈的重点

人员，常常工作至深夜。”沙涌流

管站组长冯俊龙，也是沙涌社区

下沙经济社党支部副书记，他告

诉记者，全镇230名流管员从大

年初一下午开始全员上岗几乎

没有休息过，虽然很苦很累，但能

够为保护家园、为疫情防控贡献

力量，这点苦这点累没什么。

据沙涌社区党委书记李业

华介绍，社区有5个经济社，共有

1228栋出租屋和252家厂企，新

市民近16000人，防控压力非常

大。“新市民多，但是我们工作人

员却有限，所以联动防控非常关

键。”李业华表示，虽然闸口有人

防守，但是村居人口复杂，仅靠闸

口这一关防不住这么多回流人

口，只有压实责任，联动流管部

门、经济社、出租屋主、企业主力

量，才能扎实做好防控。

沙涌社区湖洲经济社社长

卢志成告诉记者，除了对唯一出

入口进行24小时值守防控外，每

天经济社还安排人员到100多家

企业、商铺巡查外来人员的登记情

况，检查防控工作是否到位。同

时，流管员也会深入到出租屋联合

出租屋主，对回流人员进行动态摸

查。他说，每天有六七十名外来人

员回来，防控有压力，但是只要工

作做得扎实，有信心做好。

租客返回第一时间上报

虚惊一场验出防控实力

文/图见习记者欧林菊通讯员陈淑仪由通讯员供图

“请大家尽量不要出门，必须出门就一定要戴口罩。”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里水镇锦绣蓝湾小区党小组组长叶华平每天都在小区门口值守，一看见业主出来就

对他们大声讲。

这个“大喇叭”看似简单又“啰嗦”，却改变了业主们的防控意识，业主们由一

开始对防控工作的不理解、不配合，到如今对防控工作的赞赏与支持，给了叶华

平等党员志愿者莫大的信心。

这仅是里水镇金旗峰社区25个住宅小区防控工作开展的缩影。这个社

区是一个典型的广佛候鸟聚集地，常住人口近6万人、人口复杂，疫情防控压

力非常大。办法总比困难多，金旗峰社区党委以党建引领，全方位整合资源

力量，实施“五岗”联动，在每一个小区里，筑起严实的防控安全网。

■新市民党员冲在一线守护小区 ■楼长扫楼宣传 居民“一人一证”
金旗峰社区各小区的党支部不

仅充分发挥了小区党员志愿者的力

量，更是充分利用了小区楼长队伍的

熟人优势，将疫情防控知识及防控措

施做法等第一时间传达到每家每户，

得到广大业主的理解与支持，确保了

防控期间小区的稳定和谐。

为了做好出入口的防控，金旗峰

社区各小区由2月中旬开始推行“线上

填写+线下领取”模式办理《临时出入

证》，严格要求辖区居民全部实施凭证

出入。这一举措刚推出来时，需要广

泛发动业主配合，仅靠物管公司很难

快速及时通知到位，这时各楼长队伍

就发挥了明显作用。

例如，金旗峰社区绿地小区党群

综合志愿服务队骨干彭东洲，是一名

楼长，他第一时间就发动了绿地小区

楼长服务队26栋楼的楼长对各栋楼

的居民进行宣传，让各楼长通过楼栋

微信群、扫楼等形式，为广大居民宣

传线上小程序的意义以及办理出入

证的必要性。几天时间，该小区近万

居民均办理了出入证。

“居民几乎都是广佛候鸟，很多

业主对本地情况不是很了解，而楼长

本身是小区居民，他们与邻居更容易

沟通，彼此间更信任，做起宣传更有

效。”李溢威介绍，社区里的25个住

宅小区，所有已入住的楼栋都有楼

长，疫情防控期间多亏有楼长们的配

合与支持，才能在短时间内让辖区的

近6万名居民办理了出入证，保证一

人一证出入，减轻了各小区入口的防

控压力，同时也避免了复工复产阶段

居民回流的扎堆办理证件。

■“五岗”联动 将防控责任落实到每一岗

文/见习记者 欧林菊通讯员陈淑仪廖嘉铃吴少卿由通讯员供图

党群“五岗”联动
守护六万居民

小区疫情

防控党群综

合志愿服务

队队员为居

民测温。

▲

■■上下班高峰期上下班高峰期，，党员志党员志

愿者在小区入口值岗愿者在小区入口值岗。。

■流管员与医护人员上门为居家医学观察者测体温。

■流管员

为在出租

屋居家医

学观察的

租客购买

肉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