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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钧 实习生 王天翊

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是
个流动人口占比 50%以上的老旧小
区。

截至3月31日，邢家桥社区完成
4253户、11614人的第五次排查，从湖
北或国外返渝的53户107人中，已有
105人解除居家隔离或医学观察；其他
省市返渝人员1079人，已有1074人解
除居家隔离。目前社区防控疫情行动
有效，为零感染。

这个成绩来之不易，邢家桥社区人
口基数大、人员结构复杂，如何组织力
量，形成有效防疫是个难题。

这种情形下，邢家桥社区在社区党
委的指挥下，依靠群众力量，发动组织
网格员、志愿者和普通居民参与防疫工
作。卡点“突击队”、摸排“侦察班”、民
间“医疗兵”、安全“先行军”共同出击，
连续奋战，彰显了防控疫情行之有效的
邢家桥“方略”。

8小时设卡封闭社区
百余居民组成防疫“突击

队”值守

“亲爱的居民朋友们，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已经进入关键期。根据上级指
示，从明天起，将对所有小区实行封闭
管理……社区人手短缺，现恳请居民朋
友们加入防疫队伍，齐心协力保卫我们
的社区！”2月7日上午，邢家桥社区党
委书记谢兰在社区的居民群里发布了
这样一条“招募令”。半小时前，她和同
事接到通知：所有小区将从2月8日开
始实行封闭管理。

“我们也不愿意让居民冒着风险参
与防疫，但邢家桥属于老旧社区，出入
口多、单体楼多、开放式小区多，封闭管
理面临严峻挑战。”谢兰说，社区紧急开
会研究，决定以封闭主要路口和设立卡
点的形式实行封闭管理，需要设立的卡
点有23个之多。

“卡点要在8日前设立完成，每个
卡点都要有人值守，社区工作人员和
网格员一共只有 24 人，即便加上志
愿者，人手也远远不够。”邢家桥社区
主任许光静说，没有报酬，还面临危
险，也不知道能不能招到人，只能试
一试。

令谢兰和许光静始料不及的是，居
民群里很快有了回应。

“我一家老小都在社区，战疫情我
必须要上！”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社区给我改
造了房子，防控疫情我义不容辞！”

……
一天之内，一支100多人的卡点防

疫“突击队”组建完成：他们之中，年龄
最小的汪航仅23岁，是一名大学生；年
纪最大的李明富，是一名81岁的老党
员；78岁的黄淑萍因为身体不好报名
被婉拒，又把女儿“撵”出来加入防疫

队伍……
与此同时，在社区摆夜市的商

户得知设立卡点需要物资，纷纷把
自己的帐篷、挡板和照明设备贡献
出来，23 个防疫卡点火速搭建完
成，距离社区接到封闭通知不到 8

个小时。
从2月8日至3月25日卡点撤销，

社区居民张昭芬在卡点值守了40多
天。“我是外婆辈的人了，以前从来不熬
夜，这次因为值夜班一熬就是两周。”张
昭芬说，“街坊邻居担心我，把沙发、床

和取暖器都送过来给我用，我非常感
动。”

谈到这支由居民组成的“突击队”，
谢兰感慨万分：“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只有赢得了民心，才能在关键时刻
凝聚巨大的力量。”

制网络问卷 跑腿代购
摸排“侦察班”摸清居民

健康与去向

老旧小区还给摸排工作带来困难。
“我们社区一共有4253户，每家每

户都要摸排到位。”网格员涂渝介绍，
“摸排中遇到最多的问题是家里没人，
有的是已经返乡的外来租户，有的是担
心我们工作人员感染了病毒故意不开
门、不作声，假装不在。”

第一轮摸排工作时间紧、任务重，
为了提高效率，涂渝通过“问卷星”平台
自制了网络问卷，通过居民群扩散，让
没有摸排到的居民填写。

网络问卷的使用收到了非常好的
效果。问卷发出第一天，就统计到了
300多户居民的信息，了解到了离渝居
民计划返回的时间，让工作人员可以提
前准备应对措施。因为担心工作人员
携带病毒不开门的居民也通过网络问
卷反馈了信息。

在摸排中，工作人员了解到居民的
种种困难，便自发为他们排忧解难。

居民王德容家里只有她和外孙两
人，因为害怕感染病毒，天天在家吃咸
菜下饭。工作人员马上为他们送来了
新鲜的肉和蔬菜，还叮嘱道：“王婆婆，
身体重要，你不要只给外孙吃，自己舍
不得吃哦。”

“这个疫情也不晓得还要多久才过
去，我吃完了怎么办呀？”

“吃完了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
又帮你买！”

为了给居民跑腿，工作人员建立了
专门的“小二关爱群”，已累计开展服务
544次，服务居民724人次。

陪聊解焦虑 消杀每天不停息
民间“医疗兵”关心居民

身心健康

“我今天感觉胸闷，是不是感染
了？我该怎么办？”居民李扬曾在今年1
月去过湖北，虽然居家隔离期已过，她
还是时常担心自己患病。

“谢书记，我们‘关’了好久了，什么
时候才能出去啊，我熬不住了。”见不到
平日里聊天的街坊邻居，独居的陈婆婆
感到孤独。

疫情期间，不少社区居民产生了恐
惧、焦虑、寂寞等负面情绪。为了疏解
居民的心理问题，邢家桥社区成立了两
个陪聊队。

“微信陪聊队有10多人，主要是年
轻人在线上陪聊；婆婆陪聊队有30人，
由年龄比较大的人到老人家里陪聊。”
谢兰说，“比如我和邢家桥社区前任党
委书记邓美清，就是婆婆陪聊队的成
员。大家虽然都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
但是让居民们把心里的焦虑说出来，多
给予他们支持和陪伴，可以疏解他们的
负面情绪。”

两个陪聊队有40余人，而消杀队
则是一支只有两个人的队伍。

何均华今年63岁了，在社区做志愿
者已长达10年。从1月24日起，他和
居民黎国萍组成消杀队，负责社区农贸
市场和16栋单体楼的消杀工作。

装满16升消毒液的喷液罐近40
斤重，何均华和黎国萍每天都要背着喷
液罐负重行走近两万步，喷洒完12罐消
毒液。

“农贸市场有778个摊位，每天进
出一万多人次，我们每天要喷两次消
毒液，单体楼每天要喷一次。”何均华
说，“黎国萍是女娃儿，去小区的时候
就是我去爬楼，她负责其它公共区
域。”

2月15日晚，何均华的妻子突然生
病住院，他请假去医院照顾妻子，黎国
萍便带着“顶班”的邻居保质保量完成
每天的消杀工作。

2月 26日上午，何均华的爱人出
院。何均华照顾妻子吃完饭，便又背起
喷液罐投入到消杀工作中。

既灵活应变又严格把关
安全“先行军”助力复工

复产

随着疫情防控趋于稳定，复工复产
有序开展。

封闭管理期间，居民要凭工作证明
办理出入证进出社区。这令一些暂时
没有工作，需要外出务工的居民犯了
愁。

2月11日，邢家桥社区干部姚欢、
陈玲等人组成安全“先行军”，每天对复
工的商铺和农贸市场摊位进行三次巡
查，并为务工人员开具证明、为商户员
工录入信息，忙得不可开交。

“社区了解到你的确有就业意愿，
要出去找工作，只要通过体检，就可
以给你开健康证明！”陈玲告诉社区
居民孙大勇（化名），他可以外出找工
作了。

“我们是在详细了解居民基本情
况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
需要外出务工的居民开绿灯。”陈玲
说。

一些个体户也提交了复工申请，负
责审核的姚欢对每一份申请都严格把
关。“我们要求复工的个体户要准备体
温枪、消毒液，尤其是口罩要备齐所有
员工15天的用量，才能达到复工的最低
标准。”

除了防疫物资的配备，社区商户能
否顺利复工，还要看派出所对从外地返
回员工的健康信息和活动轨迹的联网
审核结果。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姚
欢印象深刻。

“合祥汽修一共10个员工，我给他
们录入了信息，本来觉得没什么问题，
结果接到派出所电话，有个员工跟一名
确诊患者坐过同一班高铁。”姚欢回忆
起仍心有余悸。

所幸，这名员工在乘高铁返乡后已
自行隔离了14天，确认没有感染后才
返回社区。“不过这件事情给我提了个
醒，之后的信息录入，我就更细心，问得
更详细了。”姚欢说。

截至 3月 31日，邢家桥社区 670
个个体工商户，已有617个复工复产，
农贸市场 778 个摊位已全部恢复营
业。

四支“队伍”共同出击
——老旧社区邢家桥的疫情防控“宝典”

2月2日，在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社区党委书记谢兰（右二）和网格员李丽娟上门为居民测体温，同时拉家常为他
们排解焦虑。

1月24日，在两江新区人和街道，社
区工作人员正在挨家挨户张贴自制的

《致社区居民的一封公开信》，进行防疫
宣传。

2月2日，在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在排查中顺便把居民
的垃圾带下楼，让居民尽量少出门。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张锦辉摄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黔江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贤明
机构编码：000100500114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办事处一环路行署街598号4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黔江区城南街道三台山路588号S01幢
成立日期：2010年3月29日
邮政编码：409000
联系电话：023-61529615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3月1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荣昌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钟灵
机构编码：00010050022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荣昌区昌元镇滨河花园帝豪新都4幢1楼、2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滨河西路滨河花园帝豪新都4幢1层

（1号、2号、3号、4号、5号），4幢2层，5幢2层
成立日期：2009年10月15日
邮政编码：402460 联系电话：023-61529615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3月2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潼南区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翟志勇
机构编码：000100500152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潼南区桂林街道办事处正西街23号-1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潼南区桂林街道办事处正南街29号
成立日期：2010年5月26日
邮政编码：402660
联系电话：023-44596306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月1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3月30日，重庆高新区召开大健
康产业座谈会，辖区相关高校、医院及
企业的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为重
庆高新区发展大健康产业支招。

借智聚力
重庆高新区抓住难得机遇

重庆市委、市政府要求，重庆高新
区要建成全市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和
创新驱动新引擎。重庆高新区将结合
实际大力发展医药、医疗器械、康养等
大健康产业。“大健康”是大财富、大机
遇，其涉及面广、产业链长、融合度高，
市场潜力巨大，尤其是此次疫情提升
了全民对健康的认知、增加了医疗物
资需求、拓展了社会就医方式，催生出

新的市场机遇。
紧扣市委、市政府赋予的定位，重

庆高新区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和经
济转型方向，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等重大机遇期，考虑大健康产
业的发展基础、比较优势和未来潜力，
结合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客观需要，
把大健康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打造支
撑高质量发展的大健康产业生态。

专家学者建言
助力重庆高新区大健康产业发展

重庆高新区发展大健康产业有哪些
要点，该如何提升大健康产业的水平？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从人才、政策、制
度等多个维度，对大健康产业发展相关

问题进行了充分剖析，并积极建言献策。
重庆大学校长助理、虎溪校区管委

会主任夏之宁说，重庆高新区发展大健
康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要完善。要重
视人才聚集、技术群体的培养。重庆大
学将和重庆高新区一起推动人才培养，
在招生比例上要扩大大健康专业方面
的招生比例。同时要完善配套体系，让
人才无后顾之忧，留得住人才。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认为，
重庆高新区应利用好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政策，争取政策、资金的扶
持，在硬件软件上发挥优势引进人才
落户。科学城的建设、大健康的发展，
人才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如何保护
本地人才、吸引全球人才？要发挥大
学城的优势，利用好高校人才，要在政

策倾斜上做文章。
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田盈建议，重

庆高新区一定要有高起点，放长眼光，
整个科学城都可以在大健康框架规划
下来建设。重庆高新区有自己的优势，
可以在医疗体制、政策上做改革突破。
培育“新鲜血液”不断地注入进来，通过
公租房等住房保障来吸引刚毕业的大
学生落户安家。要有所取舍，思考养老
产业是否该做。打造群众体育品牌，在
基础设施方面，不一定全靠新建，可考
虑利用高校现有的体育设施。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院
长周善璧认为，发展大健康产业，重庆
高新区应该注重医学数据中心等大健
康产业资源的共享，减少不必要的成
本。在人才方面，应该建立完善的政

策、制度保障，让人才能安心工作。
重庆精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周正军坦言，目前大健康产业范
围广，行业鱼龙混杂，重庆高新区应该
着力优质行业，进行差异化发展。此
外，重建一个大科学装置比较困难，可
以整合医药、医疗等优势资源为我所
用。在做产业规划方面，一定要有定
力，引进企业要与产业规划对应，规划
要发挥战略指导作用，不能随意变
动。园区布局，一定要在产业链完善
配套方面下足功夫。

发展大健康产业
“借道超车”推动高质量发展

借专家智、聚学者力，这只是重

庆高新区积极发展大健康产业的一
小步，据了解，重庆高新区进击大健
康产业“蓝海”的“步伐”将越来越快：
将以“医、药”为核心，推动“医、药、
健、养、管”协调发展。在生物医药产
业、医疗卫生产业、健身康体产业、养
生养老产业、健康管理服务产业方面
着力，抓住“健康中国”和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机遇，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服务链融合，打造大健康
产业生态圈。

借主城西进桥头堡、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的区位优势，重庆高新
区将实现“借道超车”。

重庆高新区召开大健康产业座谈会
专家支招如何进击大健康产业“蓝海”

杨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