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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记者 李梦颀 通讯员 陈翠萍

随着复商复市有序推进，方松街道

要求各党群服务阵地充分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依托阵地资源优势，做好“基层动

作”，制订“特别预案”。今年初方松街道

设立了第一家茸城“e”家开元点，自此服

务从这里开始，从未停止。目前，如何为

疫情防控之下的就业群体做好服务工

作，方松街道精准对接，全域统筹，进一

步做实做细茸城“e”家暖心服务。

当前，复商复市的节奏逐渐加快，快

递外卖小哥返岗人数也随之增加。“我们

第一时间对接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管理

公司，随即在新松江路西林北路东侧入

口处搭建帐篷，放置椅子，摆上精心准备

的各种能量补给。”方松街道党群服务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为确保小哥们在高

强度的工作中有几分钟的休息时间，驻

足喝点水、加点油，党组织将服务阵地前

移至最需要的战“疫”前方，成功“变身”

成为一处简约式的茸城“e”家歇息点。

“这个水可以喝吗？”一名外卖小哥

疑惑地看着眼前的矿泉水。“当然可以，

这里所有的都可以吃喝。”志愿者回答

道。听罢，小哥便拿起矿泉水一饮而

尽。当前，茸城“e”家歇息点由志愿者、

广场工作人员轮流值守，并提供抗原试

剂、医用口罩、一次性防护手套、消毒喷

雾、饮用水、方便面和饼干等物资。“这是

为了让小哥们能够及时补给防疫物资和

补充体力，更好地奋战在抗疫一线。”相

关负责人说道。

截至目前，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线

上复商复市已恢复 26 家，包括华润万

家、全家、元祖、棒约翰、肯德基、麦当劳、

牛牛、喜茶、大米先生和胖哥俩等，其中

华润万家、全家便利店线下同步恢复营

业，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做到

限时营业，限定人流进入超市。

“我们会严格对小哥实施‘扫码通

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点位一

旁的外卖交接点处，摆有醒目的外卖取

餐须知，并张贴了“场所码”，配备数字哨

兵，做到逢进必扫、逢扫必验，不漏一人，

保障防疫安全，全力阻断流动风险。“随

着复商复市工作推进，恢复线上营业的

商户数不断增加，我们也将继续为小哥

们提供‘骑手套餐’服务，让小哥们吃得

饱、休息足、更满意。”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快递外卖小哥搭起“暖心之家”
——方松街道做实做细茸城“e”家服务助复商复市侧记

一名快递外卖小哥在简易“e”家点取用食品。 受访者供图

□记者 李爽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防

护服就像军装一样，都彰显着为民服务

的责任和使命！如今，在党组织和人民

需要我的时候，正是我向党靠拢的时

候。”3 月底以来，在备战专升本考试的

同时，家住岳阳街道北龙潭小区的“95
后”退役军人高亦飞，积极投入社区防

疫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

召必回”的誓言，并在抗疫一线写下了

入党志愿书。

“妈，我出门了。”“做好防护，注意

安全，儿子加油！”这天，和过去一个多

月的很多个日子一样，穿戴好防护套装

后，高亦飞就迎着熹微的晨光走出家

门，挨家挨户为两个楼道的邻居们发放

并回收抗原试剂盒。“每天复习备考以外

的时间，我就套上防护服，帮忙做些防疫

服务工作。”高亦飞告诉记者。

高亦飞从小就梦想着身披戎装报效

国家，大专二年级时，他如愿以偿应征入

伍。去年退伍回到学校后，又下决心努

力准备专升本考试。“高考时，我就想报

考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工业设计专业，

但分数不够，没能如愿，现在有专升本的

机会，不能再错过了。”高亦飞说。

然而，本轮疫情发生后，学校停课，

紧锣密鼓备考中的高亦飞只能在家上网

课并自主复习。随着社区进入静态管

理，北龙潭小区繁忙的防疫任务和近千

名居民的民生保供工作压力巨大，高亦

飞第一时间报名参与志愿服务，在每日

备考复习之余，服务社区邻里。

“4 月初时，大家都足不出户，我就

帮着居委会工作人员统计居民核酸检

测采样人数、维持现场秩序，也会协助

居民转交生活物资、为老人送餐等。”高

亦飞说。此外，他还主动承担起邻近两

个楼道的抗原试剂盒收发与统计报送

等工作。

“刚开始，我们挨家挨户分发试剂

盒，再回收后送到小区门口的抗原试剂

集散点。后来我们改进了方法，定时提

前分发试剂盒后，通过楼道内的微信群

按时段上传收集，一一核对整理后再上

报。”在高亦飞看来，在楼道内一一通知、

核对并整理报送的工作虽繁杂琐碎，却

是社区筛查最细微的单元，把这项工作

做好了，才能为社区防疫工作打下坚实

的基石。

实际上，这次参加防疫志愿服务并

非高亦飞的一时兴起。早在 2016 年 11
月，他就在上海志愿者网正式注册成为

一名志愿者。“那时，我刚过完18岁生日，

这也是一份我最喜欢的成人礼物。”高亦

飞告诉记者。说起强烈的入党愿望，他

就想起作为党员的爷爷给他讲的有关党

的故事，从小就为他播撒下党的种子；参

军后，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而

这一次，他再次激发了强烈的入党愿望，

决定等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立即向党

组织递交申请书。而他最近一个多月来

热心服务社区防疫的行动，也受到了居

委会工作人员和居民们的称赞和认可。

“我们是看着小高长大的，这孩子懂

事、责任心强。我们年纪大了不会弄核

酸码、抗原检测，这么长时间来，都是他

来帮忙的。”居民查雅星告诉记者。“这几

年一直住宿在学校，又去了部队服役，都

没有什么机会跟邻居们多相处。”高亦飞

坦言，这一个多月来的志愿服务工作，也

重新拉近了自己和邻里之间的关系。

□记者 李梦颀

车墩镇祥东社区有常住人口 3500
余人、流动人口 4500 余人，辖区内有公

寓、别墅等多户型共 2102 套房，人员流

动性大、社区情况复杂。本轮疫情以来，

祥东居民区党支部立足党建引领，深入

开展“楼组党建”，将社区划分为 3个大

片区、8个中网格、37个小网格，设立 37
名大组长、197名楼道长，并招募社区党

员、居民志愿者296名，凝聚起“疫”线力

量齐心战疫。

楼组“疫”线团全覆盖
“疫情期间，全员核酸检测、快递分

拣、居民看病买菜等，是我们社区疫情防

控和楼组党建工作需要攻破的重难点。”

祥东居民区党支部委员、居委会副主任

马斌介绍，根据精准防疫要求，党支部因

地制宜成立了快递转运组、就医配药组、

为老服务组、核酸检测组、消毒消杀组、

复工复产和返乡回乡申请办理组等 16
个工作小组，构建服务全覆盖、沟通零距

离、关爱全天候的楼组“疫”线团。

清点快递、分组派送、拍照留档、搬

送物资……作为祥东社区最早成立的志

愿者团队，快递转运组每日除了负责打

通物资配送“最后一米”外，还要对快递

和运输车进行规范消毒。“最开心的时刻

就是将消毒后的物资送到居民手中。”年

轻的党员志愿者陈东旭说道。虽然陈东

旭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他凭着满腔

热情投入到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担当

起了快递“转运员”和核酸“扫码员”。目

前，他已参与了核酸采样理论和实操培

训并通过了考核，正辅助医务人员共同

完成核酸采样工作。

另外，社区封闭管理期间，居民区党

支部建立了“商超”机制，开通代购渠道

和团购小组，并与镇保供超市对接，建立

了微信群，由志愿者们协商制订团购规

则，并负责开团、汇总并发送订单、接收

货物、规范派送流程等工作。

群策群力服务“不断档”
“我家没有打印机，孩子的作业没法

打印，这可怎么办？”学生居家学习，作业、

试卷、教材等资料都需要打印，让不少家

长和学生犯了愁。在了解到学生的打印

需求后，居民区党支部启动了便民打印服

务，建立了打印作业小组，并通过微信群

接收学生们的学习资料。每日，志愿者们

都会变身为“打印员”，错峰打印、错峰发

放，将打印好的资料及时送到学生手中。

除了孩子们的学习大事，志愿者们

也关心居民们的“头”等大事。身穿防护

服，戴好口罩、面罩、手套，理发师们娴熟

地挥动着手中的剪刀、推子，手起发落，

不一会儿，一个个精神的发型诞生了。

“为解决社区老年人的理发问题，我们开

设了一个简单的‘发廊’，为期 3天。”马

斌告诉记者，为老服务组招募了 3名住

在社区内的理发师，并组成了一支志愿

理发团队，为居民们提供理发服务。

快递转运、环境消毒、就医配药、小

区巡逻……从每天早上天刚亮到夜幕降

临，志愿者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据统计，3月至今，祥东社区已完成核酸

检测 17万人次，提供外出就医服务 437
人次，代配药服务739人次；作业、试卷、

资料打印便民服务共计5500余份。

□记者 李梦颀

作为松江区的工业重镇，车

墩镇集聚了大量企业。在疫情

得到有效遏制的当下，该镇吹响

企业复工复产号角，严格落实

“谁用工、谁管理、谁负责”的企

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

企业党组织党建引领作用，企业

党员率先垂范，实现目标同向、

互促共进的复工复产新局面。

医用口罩全力供给
随着全市有序复工复产，口

罩需求量大增。美迪康医用材

料（上海）有限公司目前共有复

产员工 54 名，将每日生产的 60
万只口罩第一时间供给医务人

员和市民。

从 2019 年起，美迪康就一

直作为上海市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10 条生产线满负荷运

转。“为应对复工复产防控物资

的巨大需求，尽力缓解供需矛

盾，企业积极组织转产扩产。”企

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保障

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前提下，提

升保供能力。

口罩产能最大化的背后，离

不开党员干部的引领示范作用，

美迪康医用材料党支部书记杨

子多作为一名有着 16年党龄的

党员，他始终带领着支部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奔波在各条生产

线上，他们把生产线作为“战场”，坚守岗位。“我们

党员要冲锋在前，最大限度激发出最大化的产能，

为疫情防控筑牢坚固的战斗堡垒。”杨子多说。

检测材料充足供应
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IVD诊断（体外诊断）企业，在车墩镇政府的支持

下，正全力保障核酸检测引物探针、原料试剂和耗

材的充足供应。

“生产人员在厂区闭环生产，办公室人员全部居

家办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4月1日至今，

公司一直处于闭环生产状态，在公司的员工更是加

班加点坚守岗位。4月15日，企业被列入了工业和

信息化部研究设立的保运转的666家重点企业白名

单，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进一步扩大生产，生产人

员陆续到岗，集中资源和力量保生产、保供应。

“疫情期间，我们由企业党支部带头，党员示

范岗为旗帜，不断优化生产工艺，为今后常态化疫

情防控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为生命科学事业

贡献力量。”企业相关负责人说。

服务全覆盖 关爱全天候
——祥东社区“楼组党建”工作纪事

备考逐梦不松懈 服务邻里奔波忙
——记岳阳街道北龙潭小区“95后”入党申请人高亦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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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亦飞撑着雨伞、拉着小推车，冒雨

准备给居民分发物资。 受访者供图

齐心防疫守家园
用心用情护平安

在组建楼组群的过程中，楼组志愿者对楼组住

户进行了细致排摸，及时上报纯老家庭、孕产妇家庭

等特殊情况。考虑到部分老人不能及时接收微信消

息，居委会还协调了楼组志愿者上门服务。

小区封控后，居委会第一时间同泗泾镇大润发、

盒马鲜生两家企业取得联系，协调物资保供事宜，为

后期采购争取到很大的优先权与主动权。封控期

间，有居民提出家庭储备物资不足，居委会迅速协调

发起楼组物资需求接龙，汇总至小区物资采购保障

组后归类统计。批量采购回的物资由楼组志愿者负

责认领，再分发至居民手中。

“暖心”补给 保障民生
蔬菜、蛋奶等家庭常备物资需求量大，方便大宗

采购，但是也有居民反映油盐酱醋等物资也亟待补

给，但这类物资需求数量少、品类杂，无法大量采购。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钟秀苑施行防范区管理

后，居委会在小区内一间乒乓活动室运行起一家“民

生超市”，上架了一批调味品、卫生用品等生活物

资。现在，“民生超市”每晚7时半准时开门。

为了简化采购流程，及时让居民拿到所需物资，

小区的批量采购以及“民生超市”的补给资金都由新

凯四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王丽玲个人先行垫付。“因

为我们是按需采购，批量订购的物资基本当天就可

以分发完并收回资金，我不过提供了几千元的流转

资金，不值一提，更辛苦的是志愿者。”王丽玲说，“批

量采购保障了居民生活所需，大家就没必要冒着风

险出门，有效提升了小区的安全系数。”

“齐心”守护 各尽所能
“现在小区居民收取快递以及进出小区的登记，都

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扫码实现，这对于后期信息核对方

便不少。”提及小区的能人们，王丽玲很是自豪。原来，

在小区志愿者征集中，居委会挖掘到不少 IT工作者，

简易登记小程序便是由他们开发完成。平日里，他们

因工作繁忙，与社区打交道的机会并不多，但是在本轮

疫情防控工作中，大家不仅积极配合居委会，而且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所长为小区贡献力量。

小区内还有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消杀队伍，

他们将一辆除灰喷雾车临时改作社区消杀车后，负

责小区每天的消杀工作。王丽玲还告诉记者，前段

时间天气较热，居委会招募理发师为居民理发，不少

理发师纷纷响应。“他们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为小区

居民送来了一份清爽。”王丽玲说。

坚守生产“创新线”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中的上海复宏

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是

大分子药，主要客户群体是癌症病

人。“公司紧密跟踪疫情情况，提早安

排部分员工驻厂，以确保生产，保证病

人有药可用。”复宏汉霖首席运营官兼

高级副总裁黄玮介绍，自 3月底开始，

公司300多名员工便开始了封闭管理，

至今一直住在厂区，不间断生产。

在紧张生产的过程中，企业还研

发了一款新产品，在获得国家药监局

批文后仅 4 个工作日就完成了首批

药品发货，让一些病人及时用上了

药。“我们的主要管理人员和工人都

在工厂打地铺，大家只有一个目标，

不能让病人的药断了供。”黄玮坦言，

“政府给了我们很多支持，除了抗原、

核酸检测、物资保障外，还对一部分

关键性物流给予了通行证，保障了有

关物流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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