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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镇
浦江镇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带领综合行政

执法队、市场所、城建中心等相关部门对辖
区内经营场所的“场所码”使用情况和从业
人员核酸情况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先后前往
辖区商业体、餐饮店铺、美容美发店等重点
场所检查商户是否在显眼位置张贴“场所
码”，是否督促进店人员扫验“场所码”，从
业人员是否按时进行核酸检测等各项防疫措
施，对落实不到位、执行不规范的商户要求
立整立改，不能当场整改的，发放责令整改
通知书，并采取停业整顿等措施。

下一步，浦江镇将持续加大对常态化防
疫措施的检查力度，保持防疫不放松、不懈
怠的劲头，确保“场所码”使用制度落到实
处，督促从业人员核酸检测到位，真正做到
防患于未然。

■ 吴泾镇
吴泾镇三套班子领导分片包干，带领相

关部门人员组成检查小组，将“场所码”扫
码情况专项检查落细落实。通过全覆盖排
查，检查组发现部分餐饮、烟酒批发、洗车
店、健身房等存在扫码不严等问题，经过现
场沟通明确严格落实扫“场所码”的重要意
义，商业主体管理者都态度积极，表示将配
合整改。

此外，吴泾镇 12支由“机关+单位+居
村”的志愿力量，不定时对街面、商场、楼
宇、园区等重点场所开展扫“场所码”情况
检查和宣传引导。

■ 马桥镇
马桥镇按照“领导干部层层包联，镇

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覆盖，建立牵头联
系制度”相关工作要求，成立了 100多个检
查小组。检查组通过分片包干形式，分别
对辖区内商业综合体、餐饮店、沿街商铺
等场所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查看相关场所

“场所码”张贴、扫码情况，核验日常消毒
措施、台账记录是否到位等，以及排查相
关从业人员核酸检测情况。针对落实不到
位、执行不规范的商户，要求有关商家和
工作人员立整立改，不能当场整改的，发
放责令整改通知书，确保主体责任的落
实。同时，抽调人员组成“场所码数据小
组”，实时处理统计场所码扫码检查情况，
及时清理“僵尸码”。

下阶段，马桥镇将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加大力度检查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
落实情况，确保“场所码”使用制度落到实
处，督促从业人员核酸检测到位，全力以赴
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 颛桥镇
颛桥镇三套班子领导带队前往商场、超

市、商铺、园区等检查“场所码”扫码情
况，督促场所主体务必落实好“逢进必扫，
逢扫必验”要求，全面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
线。

每到一处，检查组都会看一看、停一
停、等一等，在门口查看“场所码”张贴情
况，是否在显著位置、有无相关提醒、有无
破损影响扫码等。检查工作人员有无提醒扫
码情况及“数字哨兵”核验情况。针对“场
所码”落实不严情况，检查组提醒要克服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规范经营场所管理，进
一步提高防控意识和能力。

■ 梅陇镇
梅陇镇迅速出台《梅陇镇场所码扫码检

查工作方案》，打响场所码扫码情况每日检
查大会战的发令枪。

由镇三套班子带队成立 105 个“场所
码”检查小组，对辖区内商业综合体、餐
饮、沿街商户、产业园区、超市等各类重
点场所进行场所码“应扫尽扫”专项检查。
确保检查范围无盲点、无死角，同时督查
单位主体及管理者严格落实“应扫尽扫、
不漏一人”。

■ 莘庄镇
莘庄镇成立了专项行动组，针对 8个重

点行业明确了各类场所的牵头责任部门，分
别由综合行政执法队、市场所、经发中心等
共 18 个部门、村 （改制村），成立工作组
102 组，采取动态巡查、驻点固守等方式，
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检查。

针对落实不到位、执行不规范的商户，
处以口头警告并发放整改通知单，要求商家
和工作人员立整立改，确保主体责任的落
实。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从业人员的安
全意识，督促商户将“场所码”张贴到店铺的
醒目位置和收银台处，引导顾客先扫码、后
结账，做到进入场所人员“应扫尽扫”。

■ 七宝镇
七宝镇镇综合执法队、城运中心、城建

中心、投促中心、文体中心、房管办 6个职
能部门及 18 家户管单位成立了扫码专项检
查小组，在镇域内开展场所码和数字哨兵扫
码督查检查。检查采取“分片包干”模式，
共出动 984人次。各巡查队伍深入辖区商户
内部，督促顾客扫码，查看商户工作人员24
小时核酸以及工作人员自己有没有扫过场所
码。

为优化场所码管理，七宝镇城运中心采
用“线上+线下”“白+黑”全面摸排场所码
数据，对无效的场所码、“僵尸码”进行剔
除。线上梳理现有的场所码数据底账，剔除
扫码量长期为零的无效“僵尸码”；线下由
网格巡查员赴现场逐一核对场所码 ID准确
性，为有效提高扫码率提供数据支撑。白
天，数据组从场所码、路段、店面等多维度
分析扫码情况，夜间由镇级督查上门，对重
点行业进行再告知再督查，强调进店扫码和
人员及时检测核酸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全
镇扫码工作的实效。

■ 虹桥镇
虹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 （虹桥城管中

队）牵头镇经发办、镇平安志愿者、市场化
公司，组建了一支志愿者队伍，持续对辖区
内重点人员聚集点位开展疫情防控检查。

“线上+线下”双保险。12名执法队员担

任路段长，利用微信强化宣传引导，定时发
布“场所码”扫码要求，督促商铺承担主体
责任。线下实行网格化管理，志愿者队伍定
期、定点至大型商业综合体及菜市场担任

“扫码志愿者”，要求商户加强提醒与监督，
做到进店人员提醒到位、扫码到位、全部查
验。“监管+巡查”齐发力。根据志愿者们现
场监督情况，12位路段长着重对扫码过场和
扫码率较低的商铺进行多次突击检查，督促
从业人员落实“一门一码”“逢进必扫”；同
时针对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开展专项检
查，并现场讲解“场所码”应用推广的必要
性，现场督促存在问题的商铺落实责任人，
强化日常管理。

■ 华漕镇
华漕镇成立 9 个工作组+122 个检查小

组，由班子领导带队深入 8大类重点场所开
展扫码情况检查，每天督促各场所主体加强

“场所码”扫码核验工作，确保人员安全有
序流动和行动轨迹有效追踪，实现精准溯
源、科学防控。扫码检查小组重点检查了各
经营场所是否存在“贴码不扫码、扫码走过
场”等问题，排查从业人员的核酸检测情
况，一旦发现“场所码”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立即要求整改。同时，检查小组还对最新发
布的《上海市进一步加强来沪返沪人员健康
管理》进行普及宣传。

华漕镇还成立了由 170 人组成的“码”
上行动志愿者突击队，各行业主管单位对应
相关点位，发挥行业专业指导协调作用，实
现从“38个区域”到“各个行业点位”的层
层聚焦。

■ 江川路街道
江川路街道成立了专项行动组，针对 8

个重点行业明确了各类场所的牵头责任部
门，分别由综合行政执法队、市场所、营商
办、人口办、城运中心等共 17 个部门和所
有居委会，成立工作组 120个 284人，采取
动态巡查、驻点固守、飞行检查等方式，进
行全覆盖、无死角检查。

重点查看相关场所“场所码”张贴、扫
码情况，核验日常消毒措施、台账记录是否
到位等，以及排查相关从业人员核酸检测情

况，明确“来沪返沪不满 5 天”（随申码标
记提示）的员工和人员不得进入相关规定场
所。针对落实不到位、执行不规范的商户，
先予以口头警告并发放整改通知单，要求商
家和工作人员立整立改。同时，加大宣传力
度，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督促商户将

“场所码”张贴到店铺的醒目位置和收银台
处，引导顾客先扫码、后结账，做到进入场
所人员“应扫尽扫”。

■ 古美路街道
依托上海城管App“码上查”功能，检

查人员督促商户确保“场所码”扫码率，查
询该场所当日扫码次数，对比门店实际情况
与扫码情况，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此外，针对重点路段每日开展固守巡
查，采取“白+黑”全时段扫码督查，强调
进店扫码和人员及时检测核酸的重要性。

在复核场所码的同时，检查人员抽查了
美容美发、餐饮行业等重点点位的防疫工
作，包括每日消杀记录、店员 24 小时核酸
记录等。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商铺责令其立即
改正，并告知其违反疫情防控措施的严重后
果。每日在督查完成后在工作群上报数据，
列出问题、违规店铺清单，扎实推进问题日
清日结，确保问题整改不过夜。在检查中发
现部分“场所码”存在颜色、尺寸不合规、
没有覆膜，或是脱落、损坏，店码不匹配等
情况。检查人员立即现场指导经营管理人员
申请场所码，并要求其尽快张贴，在场所码
上墙前的真空期做好顾客信息的书面记录，
并督促商户提醒进店人员做到“凡到必扫”。

■ 新虹街道
按照“领导包干、分区推进”的要求，

街道党政班子成员按照处置网格、楼宇工作
站、居村等区域划分，每天带队对商场、超
市、饭店、批发市场、菜市场、园区、楼
宇、企业、宾馆、文体场所、沿街商户等经
营场所开展“场所码”扫码和从业人员核酸
检测情况专项检查，确保政策落实到位。检
查人员主要查看经营场所是否在显眼位置张
贴“场所码”，是否督促进店人员扫验“场
所码”，从业人员是否按时进行核酸检测等
各项防疫措施。检查中还现场核对“场所
码”扫码数量，与客流数等后台记录进行比
对核实。对落实不到位、执行不规范的商户
要求立整立改。

■ 浦锦街道
浦锦街道按照“领导包干、划分网格、

分组督查”原则，由三套班子领导带队，31
个部门包联，成立 18 个检查小组，采取动
态巡查、驻点驻守等方式，开展重点场所

“场所码”全覆盖、无死角检查。
重点查看商户是否张贴“场所码”、是

否对进出人员扫码查验、是否落实日常消毒
措施，是否落实“来沪返沪不满 5 天”（随
申码标记提示）的员工和人员不得进入相关
规定场所，市民进入经营场所是否佩戴口
罩、测量体温、扫码亮码，从业人员是否按
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等防疫措施。对于落实不
到位、执行不规范的商户，要求其立即整
改，对于整改不到位的发放整改通知单，确
保主体责任落实。

■ 莘庄工业区
园区班子领导带队，成立 8 个检查小

组，全天深入到经营性住宿场所、饭店、健
身运动场所、美容美发店、便利店、菜市
场、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经济园区等 8类
重点行业场所，开展扫码情况、重点人员核
酸检测情况检查。

下一步，莘庄工业区将结合网格化管
理，对涉及商业主体的重点场所，每日将扫
码情况和人员核酸情况分类通报给街面网
格，由网格长落实专人督促整改；持续落实
每日检查，针对有较多经营场所的 3个商务
园区（得丘园、IF如果园、迪比特）开展重
点检查，全面扎紧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闵行各街镇（工业区）加大对常态化防疫措施的检查力度、提升扫码率

全力打好疫情防控主动仗、阻击战
近阶段，国内本土疫情形势较为严峻，受外省市疫情外溢以及人员流动加剧等因

素影响，我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持续增加。上海市公卫专家也再次提醒，
为科学精准做好防控，确保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和行动轨迹有效追踪，市民对“场所
码”应尽到应扫尽扫义务。

加强防疫管理，严格执行公共场所扫码查验，进一步提升扫码率，闵行各街镇
（工业区）正采取更有力措施打好疫情防控主动仗、阻击战。 本报综合报道

莘庄镇专项行动组对商户进行现场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