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开展集中拉网式大排查——

应收尽收坚决打赢武汉战“疫”
本报记者 温济聪 包元凯 周 琳 中国经济网记者 邓 浩

为落实“四类人员”应收尽收、应治
尽治要求，自2月17日起，武汉全市开
展了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以期
在2月20日完成5个“百分之百”工作目
标。进展如何？效果怎样？记者对武汉市
多个社区作了实地走访。

确保不漏一户一人

“您好，现在您家里有几个人在家？”
“今天测量的体温数据是多少？”
2月18日上午，记者在武汉市江岸

区车站街道辅堂社区发现，该社区以网格
划分，每个网格分别安排网格员、社区群
干、下沉干部、志愿者等，展开了拉网式
排查，挨家挨户敲门询问，并针对新增住
户名单和租房居民作了重点询问。

2月18日下午，记者在武汉开发区
沌口街道同德社区港湾江城小区采访发
现，小区目前实行全封闭管理，整个小区
只开放了一个门进出，由社区工作人员把
守，进出需要凭借街道下发的通行证，并
严格测量体温，确保进出人员有序安全。
目前，能够拿到通行证的人主要有社区工
作人员、保洁服务人员以及部分慢性病患
者。这也是为了确保小区能够真正实现与
外界隔离。

隔离只是“外防输入”，如何“内防
扩散”？同德社区在这方面下了功夫。除
了医护人员登门入户作核酸检测这种特例
之外，为摸清社区居民身体情况，同德社
区采取线上、线下摸排。首先，同德社区
设计了一个问卷调查小程序，线上发放给
社区居民，由居民完成信息填报，小程序
共计排查1263户；在此基础上，社区建
立了微信群、网格群，社区居民、网格居
民每天在群里实时汇报身体情况；为了防
止瞒报，社区工作人员还会电话联系居
民，询问体温等身体情况，有些人回答起
来支支吾吾，便会通过视频连线，或者要
求居民将体温计拍个小视频发给工作人
员；针对部分老年人，社区工作人员登门

探访，掌握实际情况。
妙墩社区是武汉市江汉区万松街道下

辖的一个老旧社区，流动人口很多，人
员情况较为复杂。

“我们将社区分为6个网格来管理。
通过前期工作和这次大排查，彻底摸清
了疫情期间社区现有人员情况和相关信
息。目前，共有 843 户居民在社区居
住。”妙墩社区党委书记刘阳说，“2月
17日晚，通过摸排行动，又发现了一位
生病的居民，咳嗽了 3 天，但没有发
烧。之前社区与他联系时，因为对去医
院看病有顾虑，他没有说实话。通过上
门排查，我们发现了真实情况，建议他
迅速就医，并对该居民的情况作了登
记，以便持续追踪。”

虽然穿上了防护服，做好了各种防护
措施，但在疫情期间，上门调查对工作人
员来说，仍具有一定危险性。“我们家里
也有老人孩子。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排查
工作也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妙墩社区党

委副书记倪宝玉说。

摸清底数决战决胜

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
2月16日召开视频会，部署开展为期3天
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提出在中央指导组
推动下落实5个“百分之百”工作目标，
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5个“百分之
百”举措即“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尽
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发热病
人百分之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
百隔离、小区村庄百分之百实行24小时
封闭管理。”

谈及拉网式大排查的意义，沌口街
道相关负责人范丽表示，其实之前也一
直在排查，但可能没有做到百分之百。
每个社区要以网格为单位统计，确保不
漏一户、一人，要把5类人员全部摸排
出来。一方面，摸清底数，为上级决策
部署提供依据，尽快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另一方面，要做到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应隔尽隔，让所有患者得到
有效医治。

除了应对疫情之外，此次排查还有一
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摸清楚每个社区糖尿
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和孕产妇情况，
防止这些有特殊就医需求的人因疫情得不
到有效救治。

刘阳认为，从社区情况看，大排查效
果很好。在排查工作中，工作人员不仅摸
清了社区中新冠肺炎患者的情况，同时也
了解了其他基础性疾病患者的情况，为后
续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排查
行动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国家战胜疫情的
决心，也提升了广大居民的信心。

刘阳表示，三天大排查结束以后，社
区将持续追踪重点人员和特殊人群，特别
是对身体感到不适的人员，以及有基础性
疾病的人群，社区将在排查结果基础上，
更好地为他们提供服务。

发动一切可能的力量

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在开展集
中拉网式大排查过程中，对不服从小区封
闭管理的人员，要依法严肃处理，予以曝
光；各区要及时完善物资配送体系，为

“宅”家市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保障；要组
织一切力量，加快核酸检测，对居家发热
疑似患者尽快排查；要千方百计保护好社
区工作者。

记者走访多家社区调查发现，社区基
层对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普遍非常重视，
但有些尚未跟踪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不少基层反映，社区工作人员力量不够，
例如一个社区1700户人由20多名工作人
员24小时轮值，仍做不到三班倒。

部分基层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对于疑
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他们只是提醒其近期
不要出门，没有专门追踪管理。他们建
议，应加大力度对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实
行全程追踪管理，寻找密切接触者，对疑
似病例密切接触者采取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

基层工作人员不够怎么办？沌口街道
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可以发动群众，部分
群众比较热心，社区工作人员充分发动这
部分人，也能为排查工作带来不少助力。

此外，不少社区居民建议，要对拒不
配合大排查、违反疫情管控规定的相关人
员，进行严厉查处。此外，社区需进一步
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大喇叭”、无人
机、智能识别等手段加大排查力度。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武汉
社区需要深入宣传“发热不上报”的危
害，广泛发动社区居民通过电话或微信平
台，主动上报发热情况。要加大疫情危险
性的宣传，提醒居民持续警惕风险；同
时，加大反面典型宣传，尽量请居民少出
门、不出门，遵守法律法规，全力配合大
排查工作的开展。

2 月 18 日，青

山区工人村街道青

和居社区第三网格

网格员李文丽在挨

家排查。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2月18日，武汉开发区沌口街道同德社区港湾江城小区内有一疑似患者行动不便，医
护人员准备登门入户作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包元凯摄

“玄帝宫有确诊病例，需要马上消杀。”
在工作群看到消息，湖北荆州市西城街道
民主社区074网格支部书记李红艳戴好口
罩，穿上一次性雨衣，背着重达30斤的消
毒水箱就往外走。有同事要替她去，她回
答说：“我是支部书记，我先上！”

“您把口罩戴好，尽量不要出门，生
命安全第一位。”

“好，我马上把数据报给您，民主社
区外地返乡94人，其中武汉返乡80人。”

……
从正月初一到现在，为抗击疫情李红

艳每天都非常忙碌。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职党员奋

战在一线，未返岗党员干部也不甘落后。
按照“社区以小区为单位、村以组为单
位”的要求，目前，荆州市30897名机关
事业单位在职未返岗党员干部在15651个
责任区就近参与疫情防控，坚决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2月
5日以来，荆州市委先后印发《关于在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关于在疫情防控
中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作用的
八条措施》《关于组织在职党员干部到居
住地村（社区）报到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等文件，要求市、县两级机关事业
单位在职党员干部，目前在荆州市辖区
内、尚未返岗上班且身体健康的，迅速就
近就便向居住地村（社区）党组织报到，
服从当地村（社区）党组织统一安排调
度，参与相关具体工作。

截至目前，220家机关党组织联系包
保220个社区，21260名机关党员到355
个社区报到；281家机关党组织联系包保
281个村，9637名机关党员到1498个村
参与防控。共组建220个社区疫情防控专
班，281个村疫情防控专班。

目前，荆州市共组建790支党员先锋
服务队，为实行封闭管理的小区（村民小
组）居（村）民，集中配送满足居（村）
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粮油、蔬菜、鱼肉、
蛋、急需药品等物资，并由各责任片区责
任人采用无接触方式分批次、分楼栋、分
时段有序发放。

荆州市委组织部机关干部曾超联系湖
北清华校友会为松滋市卸甲坪、斯家场、
南海，监利县朱河镇等地社区捐赠口罩
48000只，防护服1500套，护目镜800
个，消毒液数百瓶。

石首市民政局党员先锋队通过电话、
微信群、入户等方式，统计共驻共建社区
居民小区物资采购明细，到指定的物资采
购点联系超市实行定点配送，为年老体
弱、行动不便、隔离在家的住户送货
上门。

荆州高新区七里花园社区党总支成立
社区服务队，由医护人员、快递小哥、两

湖蔬菜供应商、在家休假的共产党员组
成，在小区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垒。

据介绍，责任区内党员干部按照村
（社区）统一调度安排，配合村（社区）
党组织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出入口值
守、防控物资捐献分发、人员排查跟踪、
环境消毒整治、困难群众帮扶等工作，引
导群众正确理解、积极配合、有序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

荆州市纪委监委第三审查调查室主任
李响，牵头制定小区在职党员值班表，同
小区在职党员一起盯岗执勤，为居民测体
温，被小区居民称为“守护神”；沙市区
人大工委主任马万洪临近退休仍主动请缨
参加防控，积极参与集中隔离观察点工
作；江陵县农业农村局干部严宝国在简单
办完父亲丧事后，马上主动申请投入疫情
防控一线工作，每天参与社区排查，3天
时间就走访摸排232户，排查居民338
人次。

湖北荆州——

逾3万名未返岗党员干部就近抗“疫”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张 犊

本报讯 记者柳洁、通讯员王政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国移动湖
北公司获悉，目前湖北全省已有14783个广播点开启疫情防控宣传，
覆盖5000余个行政村，“村村响”已成为湖北农村地区宣传疫情防控
的重要阵地。

据介绍，近年来依托4G无线网络和移动物联网技术，湖北移动
协助农村地区升级改造传统广播系统，建立起了一个省、市、县、乡、
村五级播控中心上下对接的“村村响”平台。村委会负责人或村广播
员在手机里安装APP后，可像发微信语音一样，随时远程喊话播报，
为村民们带来政策、时事、科普、法律、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等各方面
新信息，及时传播党和政府的声音。

“‘村村响’广播在农村区域点位多、覆盖广、传播快，将其应用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域，可配合各级宣传单位开展防疫信息市、镇、
村三级联动传播。”湖北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村村响”能够覆盖微
信、微博等互联网平台无法覆盖到的农村中老年人群，从而使疫情防
控宣传工作真正做到无死角。

“农村春节返乡人员多，防控意识相对较弱，防疫形势也更为严
峻。得益于大喇叭的宣传，我们进村排查时发现，村民们对疫情的认
知度很高，有力推动了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湖北省宜昌市秭归
沙镇溪镇一居委会工作人员说。

湖北农村：

大喇叭“村村响”

疫情防控进万家

本报讯 记者柳洁、通讯员孙晓陵报道：“道不尽的是感激，最难
熬时是依靠！”湖北宜昌市西陵区锦绣嘉苑小区某居家隔离的夫妇
说，他们的孩子从疑似到确诊，夫妻俩一直处于隔离状态，社区党员
既帮忙跑腿购买生活物资，还给了他们防护指导和心理安抚。

“只要群众满意，我们再苦再累也值了。”下沉防控一线的西陵区
住房保障中心党组书记黄圣民说，为了更好地统筹、调配一线的各方
面力量，锦绣社区临时党支部正式成立，党员们不畏惧、不退缩，冲锋
在前。

面对疫情，宜昌市提出，各社区均要成立由市直及县市区直包保
单位参与防控任务的党员、到社区报到党员等组成的疫情防控临时
党支部，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街道党工委统筹，充分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像社区（村）一样，建在防疫一线的临时党组织还覆盖至全市医
疗机构、重要交通卡点和集中隔离点等。临时党支部在防控一线深
度融合，按照轮班值守一批、摸排登记一批、防疫消杀一批、物资配送
一批、宣传引导一批等“五个一批”要求，实现了统筹领导、联动协调。

在临时党支部引领下，全市50个市直一级单位全覆盖包保城区
重点社区，1600多个市县机关事业单位全覆盖包保村（社区）,2.9万
多名市县机关党员干部坚守村（社区）一线，让党旗在防控一线高高
飘扬。

湖北宜昌：

只要群众满意

我们再苦再累也值了

本报讯 记者柳洁、通讯员吴芳报
道：2月18日，在襄阳市中心医院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化粪池旁，2台自动化
污水消毒设备正在对污水消毒杀菌。该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相关负责人介绍，
生活污水严格按照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的

“三步法”消毒，在每个房间和卫生间、隔
离区主下水管集水井、化粪池处消毒杀
菌，确保消毒效果。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产生的生活
废水消毒后全部进入城市污水管网，同
时各个污水处理厂也采取了科学消毒措
施，有效避免了病毒二次传播和污染。”
襄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蔡金海说，污水
厂普遍用紫外线或臭氧消毒杀菌，经过
处理后排放的尾水中，余氯含量和大肠
菌群数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生活垃圾按照医疗废物实行管理，
由危废处置企业做无害化处置；医疗废
物暂存场所规范有序，警示标识醒目；
生活废水采用“三步法”做好消毒……
疫情发生以来，湖北襄阳提前谋划，动
态管理，对全市所有87家设置发热门
诊和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其他49家医
疗机构和已启用的164个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科学规范严格管理，让生活垃
圾、生活污水以及医疗废弃物得到了及
时、有序、高效、无害化处理，避免了
病毒二次传播和扩散。

连日来，襄阳市、县两级环境整治组
通过检查发现，各镇、办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均严格按照要求和技术规范，做好
了废物收集处置，产生的生活垃圾按照
医疗废物实行管理，统一开展无害化处
置。同时，医废收集做到了专人管理、专
区存放、及时收集、及时消毒，并作好记
录。此外，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产生
的废水采用“三步法”做好消毒，强化消
毒灭菌，防止了病毒的扩散。

目前，襄阳全市已启用的164个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所有生活垃圾均由医
废运输车、专业人员收集并运至襄城区、
枣阳市等危废处置企业安全处置，做到
了“日产日清”。“尽管164个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点日均产生7吨多生活垃圾，但
危废处置企业还是不讲条件、不计代价地完成了转运和处置工作，切
断了病毒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襄阳市生态环境局危险固体废物管
理中心主任许阳说。

为了加强监管和指导，襄阳市相关部门还建立了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工作微信群，对各镇、办的工作开展交流和指导，并及时收集、
上报信息。每天，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指定专人将生活垃圾安全
处置及生活污水处理情况发到微信群，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湖
北
襄
阳
：

隔
离
医
学
观
察
点
实
现
垃
圾
无
害
化
处
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