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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首都，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责任重大，决不能有丝毫松懈。北

京市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要

求，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

各项决策部署，从社区到村庄，从单位

到个人，筑起了全市人民共同防疫的

钢铁长城。随着春节假期结束，企业

陆续复工，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北京正全力以赴——

党员多跑一次
群众风险就少一分
本报记者 李佳霖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

北京：压实“四方责任”筑牢社区防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佳霖 郭静原

2月2日，北京西站对返京客流开展体温监测。 本报记者 李佳霖摄

2月11日，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书记侯兵和社区民警王国庆商量疫情
防控事宜。 史超齐摄（中经视觉）

“疫情发生后，中关村企业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优势，积极投入抗‘疫’阻击
战。据不完全统计，示范区共有200多
家企业直接参与了此次疫情防控工作。”
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翟立新日前表示。

目前，中关村管委会已发布了10条
支持措施，包括推动创新品种加速进入
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支持第三方技术服
务平台承接防疫抗疫产品研发生产，支
持防疫抗疫项目研发产业化等。截至2
月10日，中关村各分园区共有7000多
家企业开复工，还有一些企业通过网络
办公等方式实现了灵活复工。

中关村生物医药企业主动承担任
务，奋斗在检测试剂、病毒疫苗、药品药
物等研发生产一线，争分夺秒防控疫
情。万泰生物、卓诚惠生、泛生子、金豪
制药、热景生物等十几家企业积极开展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研发，并加速
临床应用。神州细胞、天广实、科兴生物
等企业加紧开展病毒抗体、疫苗等研发
工作。百度研究院免费开放线性时间算
法，可将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二级
结构检测时间从55分钟缩短至27秒。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免费开放药物研
发资源，康龙化成、保诺科技加强药物筛
选服务，加速药物研发进程。

百度、旷视科技、千方科技、格灵深
瞳等企业积极开展新型智能测温设备与
系统研发，并在机场、车站落地应用，助
力全社会防控疫情。北京格灵深瞳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在短短8天时间内就成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移动式双光快速测温智能识别系统，每分钟检测200人以上，可以迅
速发现体温异常者。阿里健康、字节跳动、京东健康等企业也发挥自
身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优势，主动参与“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线上医生咨询平台”建设。百度、云知声还推出“疫
情防控机器人”，可提升社区疫情防控效率。

“我的母亲和爱人都是残疾人。母亲长年卧床，又有高血压、心
脏病，最近嗓子又发炎，您能帮我们开点常用药吗？”2月3日，北京市
西城区牛街街道残联工作人员刘哲、郭利鹏接到了社区居民打来的
求助电话。“好的，您别急，我们这就上门。”工作人员拿到求助人的医
保卡、药方后，马不停蹄地赶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了药，并送到居
民家中。

从2月1日起，牛街街道残联党员志愿服务队推出了寻医问药、
挂号取药、送医上门等服务，通过“零接触送药”方式，为在牛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就医的残疾人服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广大居民、基层
干部以及社区工作者积极采取行动，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西城
区卫生健康监督所第一时间成立了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人员春
节期间全部到岗，加班加点，开展各项卫生监督工作。截至目前，该
所累计出动监督员1960余人次，检查各类商超、文娱场所、旅店、地
铁站等集中空调使用单位共500余户次，以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520余户次。

在西城区陶然亭街道，76岁的福州馆社区居民迟雪琴、杨敏
捷用3天时间创作了一幅长56厘米、宽38厘米的剪纸作品。作品
中，“阻击疫情 众志成城”八个大字格外醒目，迟雪琴说：“这八
个字是作品名，更是百姓的心声。”壹瓶社区居民王金凤得知社区
电梯里的公共用纸不足时，立刻采购了99包纸巾送到社区。“比起
在一线的人们，我做得还是太少了。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疫情防控
阻击战一定会取得胜利。”

2月6日，志愿者在北京市西城区天桥街道香厂路社区的返京人
员登记处开展工作。 姜 真摄（中经视觉）

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调研
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北
京作为首都，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责任重大，
决不能有丝毫松懈。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
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细各
项防控措施，坚决抓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这两大环节，尽最大可能切断传染源，尽最
大可能控制疫情波及范围。这些重要讲
话，为北京进一步做好防控工作指明了
方向。

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市迅速成立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防联控应对
机制，每天召开工作调度会，研判疫情，协
调各区各部门形成防治合力。立足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原则，打好疫情
防控主动仗，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加强预检
分诊和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排查，严密防控
输入性病例，严格人员聚集活动场所的防
控措施。把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
前的重中之重。

社区筑起人民防线

控制人员流动，阻断病毒传播路径，基
层社区、村庄是第一道关。为压紧压实属
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北京充分
发挥已有成功经验，持续推动重心下移、力
量下沉，决心以“首善标准”筑牢疫情防控

“首道墙”，务求决战决胜。
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

居委会，黑板上的“社区疫情防控折线图”
每日更新，详细记录着入户数量、返京人
员、封闭管理等情况。

早在农历腊月二十九，安华里社区党
委就成立了社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动社
工、街道干部、居民骨干、物业公司服务人
员、区下沉干部和辖区社会单位员工参与
联防联控，对社区全部楼宇、住户、单位门
店逐一排查，24小时盯守社区6个出入
口。同时，发动宾馆负责人、楼门长、和谐促
进员等力量参与动态监测，由物业公司及
各商户对公共区域进行每日消毒。

逐户走访、摸清底数，方能做到入户
摸排、重点人员监测两个全覆盖。“入户
有两个目的，一是统计居民健康状况和接
触史，二是告知注意事项、就医流程。”
安华里社区书记侯兵告诉记者，区内社工
已全部实名包楼包户，利用走访、电话、
微信等方式，短短6天完成两轮入户，并
对无人户实施循环上门、动态销账，一盯
到底。

“对外地返京人员一定要热情礼貌，
主动询问有什么身体不适等情况，叮嘱对
方有需要随时联系，这样才能得到理解。
一位居民在武汉中转乘车，由于我们工作
到位，居民非常配合地自我隔离。”侯兵
说，社区居民还能领到印有贴心提示、社

区及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电话等信息的出
入卡。

这一系列严密的防控措施被概括为
“六个一”，即一个防控体系、一张排查网、
一张出入卡、致居民的一封信、一个宣传喇
叭和一个二维码。

目前，像安华里小区这样开展联防联
控、地毯式排查、网格化管理的街道乡镇
和社区比比皆是。1月30日，北京市出
台《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社区（村）防控工作方案（试行）》，对

“社区规范管理、人员排查、重点人群管
理服务、社区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提出
了要求，并制定下发《社区防控工作参
考》《重点社区防控工作提示》，编发“社
区防控小高招”等典型案例23个，持续
提升疫情防控规范化水平。

“随着全市各企事业单位陆续恢复生
产经营和返京人流高峰到来，社区承载
量、人员流动性大幅增加，防控难度进一
步加大。”北京市社区防控组副组长、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革表示，当前疫情防控
进入关键时期，社区防控迫切需要进一步
提高标准，规范程序，强化落实。

为充分调动北京333个街道乡镇和
7000余个社区（村）的防疫力量，2月
10日，北京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社
区（村）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针对重
点区域进一步细化要求，提出对社区
（村）、公共空间、出租房屋等场所开展更
加严格的防控；针对各类人群分类提出要
求，对抵京人员、抵京前14日内离开疫
情高发地区或者有过疫情高发地区人员接
触史的人员，以及本市新增并经卫生健康
部门流行病学调查确认后的密切接触者三
类人群精准施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疫情
防控形势。

温馨服务阻隔风险

白萝卜1.5元/斤，大白菜2元/斤，苹
果3.33元/斤，砂糖橘5.5元/斤，鸡蛋3.99
元/斤……2月8日，海淀区永定路街道社
区露天菜站提前两天“复工”，3000多元菜
品当天销售一空。“随着春节假期结束，返

京人员逐渐增多，社区露天菜站提前营业，
为的是保证疫情期间居民减少外出，能吃
上放心菜。”该社区书记李红说。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菜站所有人必须
佩戴口罩和一次性手套。同时，我们会对菜
站地面喷洒消毒液，每天4次消毒。”为了
保障居民不出门也能买到放心菜，露天菜
站负责人刘天顺特别提供“不见面”服务，
在菜站张贴微信二维码，居民可以通过微
信下单买菜并支付。

不只是海淀，西城、大兴、丰台、顺义等
区的社区都增设了家门口便民网点，还涌
现出了许多为隔离和居家观察的居民代购
蔬菜、水果、米面油及消毒用品的党员社区
工作者和志愿者。

“减少接触，咱就不握手啦，抱个拳当
拜年吧！”2月10日，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
学园孵化器企业盛诺基医药春节后第一天
复工，大伙儿笑着打招呼。当日，园区新增
复工企业126家，预计本周园区企业复工
率约七成，下周可达八成。

“相比一些互联网公司可以远程办公，
生命园里大多研发生产企业离不开实验
室、生产线，需要线下复工。”中关村生命科
学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文礼深刻
感受到，目前企业复工情况总体可控、有
序，不仅园区自身严格把控审核流程，还有
赖于相关部门提前统筹协调。

昌平区组织部部长王燕庆表示，该区
主动为复工企业解决难题，协助15家参与
疫情防控用品生产企业申请融资支持，为
入驻小微企业协调减免房租889万元。同
时指导支持复工企业抓好疫情防控，为60
余家企业协调解决酒精7920公斤、口罩1
万只、84消毒液7.5吨；落实落细员工健康
每日监测、日常防护、办公区域消毒通风等
各项防护措施，实施零报告制度，确保企业
员工健康安全。

织就交通防护网

在防控疫情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北京市交通领域各行各业也纷纷出招，牢
牢把握“进京通道防输入、市内交通防扩
散、从业人员防感染”3个重点，坚决防止
疫情通过交通场站和工具传播扩散。

“各位旅客，不用验票，直接出站，请您
把信息登记表格放在信息箱里。”北京西站
出站口循环播放着疫情防控安全提示。工
作人员全部佩戴口罩，旅客鱼贯而出，将填
好的表格投入箱内，并接受测温检查。“北
京西站进出站口共配备了19台红外测温
仪和50台手持测温枪。遇到反复测量后
体温仍偏高的，上报医院防疫部门。”北京
西站党委宣传助理袁旭冉说。

截至目前，民航和铁路方面已按照国
家卫健委要求，全面做好机场、民用航空
器、火车站和列车的消毒工作；加大空调换
风功率和通风量；对全部进京旅客采取“远
端测温，到京复测”措施，体温检测率
100%，检出体温超标者，严格按程序移
交。“我们在每列普速列车和动车组列车上
均预留必要席位，作为固定隔离区域，用于
临时安置途中发热旅客，为旅客出行提供
安全的乘车环境。”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说。

首都机场集团副总经理、北京首都机
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志亮介绍，机场

方面已紧密跟进北京市“四阶段”测温工
作要求，分阶段开展了武汉进港、湖北进
港、所有进港、所有进出港旅客的测温
工作。

从1月31日起，北京轨道交通全路网
陆续实现“测温”进站。遇有大客流时，还能
启动抽测模式加快乘客疏散速度，减少乘
客在密闭空间滞留的时间。“地铁车站通风
已调整为100%新风模式，每日通风时间
延长到22小时。列车车厢按照列车风机最
大通风量不间断通风。”北京市地铁运营有
限公司运营总监王晓军表示。

未来一段时间，交通行业疫情防控仍
面临巨大压力。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容军
表示，将科学优化运力调度和客流组织，
把“站区拥挤度、地铁满载率、公交满载
率”作为重点控制指标，采取“灵活调
度、站外限流、增派运力、加强疏导”等
综合措施，为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
出行服务。

严查严办全面监管

1月29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
开信息显示，北京济民康泰大药房有限责
任公司丰台区第五十五分店因哄抬N95
口罩价格，拟被处以罚款300万元行政处
罚。这也是疫情防控以来北京市监管部门
开出的首张重磅罚单。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陈言楷介
绍，为有效规范经营者价格行为，监管部门
迅速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市场价格专项检查，重点检查销
售防控药品、防护用品和提供相关服务的
商场超市、电商平台、药店等经营者是否存
在价格违法行为。

102个检查组重拳出击，365人次执
法人员下沉一线，检查各类经营者296户
……管理部门及时出手、从重处罚，大快人
心。“从检查情况看，价格整体平稳，但也发
现个别单位存在不明码标价、不按规定内
容和方式标价问题，对此已经立案调查。”
陈言楷说。

日前，“3人以上就算聚餐”的说法热
传。为此，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于2月6日发
布新冠肺炎流行期间餐饮服务单位防控指
引，特别对“群体性聚餐”作出解释，将其定
义为节日宴席、生日宴席、升学宴席等群体
性聚餐活动。

是否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教育，是
否落实本单位职工和从业人员离返京居家
观察、隔离等管理措施和健康监测登记制
度，是否为职工配备防护用品……为全力
确保北京市各类商务楼宇(包括办公楼、写
字楼)及其使用单位、商场(含超市)和餐馆
(含内部食堂)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自2月
10日起，全市各级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还对上述“三类场所”落实疫情防控工
作情况实行监督检查。

“现阶段的任务就是迅速启动检查工
作，开展监督检查以及问题督促整改。”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温天武指出，
各区街道乡镇要“边准备、边建账、边
检查”，尽快完善本辖区“三类场所”的
疫情防控台账，集中城市综合执法力
量，实现对上述“三类场所”防疫工作
应查尽查，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

2月6日，北京市西城区天桥街道香厂路社区工作者为小区居民
测量体温并做好登记。 姜 真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