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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社工”为何管用顶事

区委书记夏林茂在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精准落实全市防控要求

持续加快推动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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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打造“文化东城”“活力东城”
“精致东城”“创新东城”“幸福东城”

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
和谐宜居之都”首善之区

本报讯（通讯员 尤笑）3 月 23
日，区委书记夏林茂主持召开我区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听
取我区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夏
林茂在会上强调，要认清形势、严防
死守，精准落实全市防控要求，加强
对境外进京人员的管控，持续加快推
动复工复产，提高复工率和返岗率。
金晖、吴松元、宋铁健等区领导参加。

夏林茂强调，要以“外防输入、内
防反复”为目标，继续将防控工作落
实到位。要加强对境外进京人员的
管控，高度重视我区集中隔离点的工
作，主动收集被隔离人员的诉求，查
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时间给予

解决。认真梳理筛查被隔离人员基
础性疾病情况，妥善解决药品、就医
等合理诉求。同时，举一反三，将工
作做实做细，确保我区集中隔离点不
出问题；做好居家隔离境外人员的管
控工作，街道、社区要将责任落实到
人，实行严格的社区健康管理，确保
防控措施落实到位；运用现有政策，
严格管控其他入境点分流返京的境
外人员，提前掌握人员底数，严防故
意、恶意逃避管控等情况。

夏林茂要求，要持续加快推动复
工复产。结合当前疫情特点和趋势，
精准落实全市防控要求，做到既落实
防疫措施，又不加重企业负担，加快提

高复工率和返岗率。要尽早部署全区
爱国卫生运动相关工作。要做好景区
恢复开放相关预案。提前制定限流措
施，加强防疫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
到位，安全、有序开放景区。要持续开
展院感防控工作。区级定点医院已恢
复日常医疗服务，要切实落实对发热
患者进行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毫不
放松严防医院感染事件。要做好商住
两用楼防控工作。相关部门、街道、社
区制定相关防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
商住两用楼感染风险。

夏林茂指出，要关心关爱一线防
控人员。按照统一标准加强防护，科
学安排轮休，既要防护到位，又要劳

逸结合，确保一线岗位不出问题。要
高度重视安全稳定工作。认真做好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特别是防范火灾
隐患一刻不能放松。消防安全部门
要加强检查，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
要求。同时，要在完善各项工作的基
础上，全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区委副书记、区长金晖要求，要制
定境外返京人员特殊情况处置流程。
市场监管、卫生监督等专业部门加强
对我区集中隔离点的检查指导，严把
食品、药品安全关，落实好监测、留样
等各项措施。要加强商住两用楼管
理，收集相关案例，及时分析研判存在
的隐患问题，深入开展精细化管理。

3月23日，夏林茂、金晖等区领导
慰问入境进京人员专班工作人员。区
领导实地查看了专班工作人员住地，
听取了工作组负责人及医护人员工作
汇报，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并要求，要
加强党建引领，继续发扬不怕困难、勇
于奉献的精神，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
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让党旗在疫情防控斗争第
一线高高飘扬。加强团结协作，与市、
区相关部门以及街道、社区密切配合，
严密做好入境进京人员闭环转运工
作。严格执行各项防护措施，加强自
我防护，切实帮助工作人员解决实际
困难，确保平安、圆满完成抗疫任务。

我区入境服务
实行“全周期管理”
形成事前预判、事中控制、事后反馈闭环

区委组织部陈波是东城区入境
服务第一小组组长。他和区委政法
委金昭、区外办李婷、第一人民医院
呼吸科医生齐赛男、区政府办“翻译
官”冯茹梦等 4 名组员组成的第一小
组，最早抵达新国展。

第一小组属于现场工作组，像这
样的小组共有6个，24小时值守。

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区委组
织部曹伟所带领的后端信息组，为工
作研判提供数据支持。

金昭是第一小组的联络员，协调
组内“人吃马喂”的事情、负责物资供应
以及入境返京人员分流转运的联络。

“我们要什么，后勤就提供什么，上午
要的物资，下午就能送到！”

事前预判：
统计数据，合理安排人员配比

每天晚上，陈波都会拿到市疫情
防控组下发的一份次日首都机场入
境航班班次情况。他会根据前期收
集数据，对分流转运旅客人数进行初
步预判，合理安排次日工作。

对于最新工作精神和要求，陈波
会在第一时间请联络员通知到各组，
以便及时准确调整工作节奏和方式。

区防控组根据人流分布的数据
统计，针对每日 8时至 24时是入境人
员高峰的特点，第二至第五小组从原
来每组 5 人增至 8 人、增加 2 辆大客
车运送旅客，以便提高工作效率。

事中控制：
温柔而坚定，“东城天团”出发

左手拿着手机看图片，右手拿着
白板笔在李婷的防护服上画小猫，这
是“90后”冯茹梦，组里的“翻译官”。

冯茹梦和“80后”李婷，负责接待
旅客、登记信息。入境人员被引导过
来，联络员金昭马上联系属地核查。

在新国展，每一组会和前一组交
接工作，齐赛男帮助前一组处理脱下
来的防护服，并在他们上车前再做一
次全面消杀。接到旅客后，她为旅客
测量体温，并关注旅客身体状况。

接待旅客时，李婷和冯茹梦首先
核实旅客的实际居住地是否在东城，

经过初筛后，请旅客填写相关信息。
出示证件后，进行二次信息核验。

旅客乘坐大巴车前往集中隔离
点时，车上工作人员会拿着名单，与
酒店工作组对接后续事宜。

事后反馈：
6个小组互通有无，信息共享

遇到什么急难险重的工作，有什
么好的经验做法值得分享，有什么需
要注意的事项……东城区现场 6 个
工作小组，每日互通有无、信息共享。

每日所有入境人员完成登记
后，相关信息同步发至属地街道和
后端信息组。这是一套完善的事前
预判、事中控制、事后反馈“全周期
管理”机制。

“看见旅客安心、平和地离开，那
一刻特别有成就感！”金昭说。

除了成就感，现场工作小组也有
很多感动。

入境人员杨女士完成登记后，安
静地坐在等待席。她平和地说：“没关
系，按程序走就行，你们也很辛苦。”

当前，防范境外输入已成为北京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新国展是入境人员集散点，我
区在此设立临时转运点，全力做好居住地在东城区的人员接收、转运、安置和服务保障工作。

我区第一时间成立入境进京人员防控组，包括现场工作组、后端信息组、街道工作组、酒店
接待组、物资保障组、交通运输组，24小时全程值守。同时，采用入境服务“全周期管理”方式，
形成事前有预判、事中有控制、事后有反馈的全周期闭环管理。 记者 洪珊

我区重点工程复工率近九成
28个重点工程已有25个复工

本报讯（记者 庄蕊）随着天气
转暖，我区施工现场逐步恢复紧张
繁忙的景象。记者从区住建委获
悉，我区在抓好施工现场防疫工作
的同时，主动为复工项目做好服务
保障，截至目前，全区28个重点工程
已有25个复工，复工率为89%。

审核时间不超过2天

为做好全区建设工程施工现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按照区
委、区政府和市住建委统一部署，
区住建委加大施工现场疫情防控
工作检查力度，做到现场检查、数
据报送两手抓；要求施工现场按照
工作要求严格落实，认真做好人员
管理工作，新返京人员向区住建
委、属地社区双报告。

同时，区住建委编制了复工流
程指南，组织卫生健康、街道（地区）
以及相关单位对申请复工的项目开
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等现场联合
检查，检查内容包括现场人员每日
测温 2 次、每间宿舍不超 6 人、新入
场人员14天隔离观察等。对于达到
防疫防控标准的，各部门形成“同意
复工”意见；对于存在问题的，提出
整改建议。

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说：“为了
帮助工地尽快复工，我们加快了审
核速度。企业提出审核需求后，我
们一般在 2 天内完成审核，最快 1 天
时间出具意见。”

协调解决项目建材需求

截至目前，全区 28 个重点工程
已有 25 个复工，包括地铁 6 号线东
四站织补项目、机场线西延工程、望
坛市政项目等。

“ 为 了 解 决 复 工 项 目 的 生 产
材料，我们建立了‘复工建材工作
群’，提供建材企业复工复产信息
和运输企业联系方式，协调市有
关部门解决项目建材需求。”区住
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人员进
场方面，我区积极为企业协调人
员隔离场所，使人员尽快投入生
产。此外，区住建委还为企业提
供口罩、消毒片等防控物资和物
资购买渠道。

据介绍，目前全区施工现场共
计 3000余人，大部分为集体居住，其
余在自有房屋或租住房屋中居住；
全区建设工程共返京 2342 人，其中
存在发热症状的0人，所有人员均已
进行隔离观察。

机场线西延工程是我区首个复
工的重点项目，施工人员从2月7日
起陆续进场，截至目前共有管理人
员及工人397人，工程已全面复工。

记者看到，工地实行封闭管理，
内部设置了集中观察区、应急隔离区
和正常办公区生活区，身穿防护服的
消杀人员正在喷洒消毒液。从车站
外挂厅预留洞口向下望去，几位工人
正在地面以下二十几米处施工。

“机场线西延工程全长 1.83 公
里，虽然距离不长，但施工难度很
大，工期紧。”首都机场线西延项目
部项目经理张东介绍，为了安全有

序复工，项目部成立了疫情防控指
挥部，编制了《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应
急预案》及《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方
案》，“根据规定，我们对返场劳务人
员提前进行远端健康筛查，从始发
地到现场实行‘点对点’包车运送；
到京后，对所有人员进行实名制平
台录入，然后进入现场独立设置的
集中观察区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观
察，并再次进行核酸检测筛查；施工
人员进场后，每日由专人进行不少
于两次的身体测温，遇到发热情况
立即启用应急隔离区，同时通知相
关部门进行处置。”

机场线西延工程全面复工

重点商务楼宇开工率96%

本报讯（记者 郑娜娜）“东城区
商务楼宇防控系统”2.0 版本正式运
行，281栋楼宇全部配“双楼长”，楼宇
商超等企业全面推行“一米线”……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东城区
全力落实好复工复产工作，目前，全
区 281 个纳入监测的重点商务楼宇
（园区）开工率达96%，区属一、二级企
业开工率达100%。

记者从区防控办了解到，截至目
前，全区纳入监测的重点商务楼宇（园
区）281个，已开工271个，楼宇（园区）
开工率96.44%；共入驻企业11755家，
累计开工企业 6571 家，企业开工率
55.9%；入驻企业员工30余万人，到岗
员工8.4万余人。

目前，东城区属一级企业 7 家，

二级企业49家，均已实现全部开工；
三级及以下企业 141 家，已开工 135
家，开工率95.7%。

另外，中关村东城园对园区内
31 栋重点商务楼宇进行摸排，31 栋
大楼共有租户 1419 户，在基本实现
远程办公的基础上，现场复工 934
户；王府井地区纳入统计范围的 11
栋楼宇，共涉及入驻企业总户数 667
家，累计开工 485 家，复工率 72%，到
岗上班员工达 8124 人，其余均于家
中办公。

为复工复产工作做好保驾护
航，东城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检
查。3 月 22 日，区城管、公安等各部
门共开展检查 1960 处次，累计检查
8.1万余处次。

相关新闻

东城区临时转运点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旅客分流转运。

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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