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正在全力抗疫的我们（四）

本报讯 4 月 15 日上午，长兴疫
情防控联合指挥部工作会议举行。
区委书记、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李政主持会议并指出，当前，长
兴社会面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决战决
胜、加速清零”的关键阶段，要坚定必
胜信念，保持顽强斗志，更加紧密合
作，凝聚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强
大合力，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齐心协力打赢清零
攻 坚 战 ，早 日 恢 复 正 常 生 产 生 活
秩序。

李政指出，要全力保持社会面从
严从紧防控态势，不折不扣落实好分
区分级差异化管控措施，坚决堵塞漏
洞，切实完善措施，加强环境消杀，更
加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切实保
障好居民生活物资和紧急就医需求。
要加强社会面、六小行业和交通运输
等重点领域的管控，持续扎紧外防输
入关口，织密内防反弹防线，全力阻断
疫情传播链。

李政强调，要持续抓好核酸和抗
原检测工作，加强“采、送、检、报、核、
转”各环节紧密衔接，提高追阳和转运
效率，有力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
应隔尽隔、应治尽治，争取早日实现社
会面清零，为复工复产创造有利条
件。要抓好方舱医院、隔离点的管理，
优化细化相关方案预案，促进治愈转
归，提升周转效率，妥善做好康复患者
回归社区工作。

会上，区委政法委、区公安分局、
长兴镇、收治点管委会等汇报工作，就
近期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区领导吴召忠、黄晓霞、王菁、龚
思聪、施蕾、徐慧泉参加会议。

又讯 4月14日上午，区委书记李
政主持召开长兴社会面疫情防控专题
会议，要求慎终如始、一严到底抓好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要按照“三区”划分管理
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管
控措施，盯紧盯牢重点部位、重点人群，
严防严守、联防联控，全力消除一切可能
的风险隐患，全力保持社会面从严从紧
防控态势，为早日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创造有利条件。要更加深入细致做好
群众工作，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要妥善做好康复人员交接工作，确
保出院出舱群众顺利回家。

区领导吴召忠、王菁、施蕾、徐慧
泉参加会议。

本报讯 4月15日下午，区委书记、
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李政主持召开区疫情社会面清零攻
坚部署会，传达市部署疫情社会面清零
攻坚方案专题会议精神。李政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认真落实孙春兰副总理在沪调研
疫情防控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坚定信心、一鼓作气，决战决胜，加快

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
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缪京部署社
会面清零攻坚行动。副区长施蕾部署
筛查工作。

李政指出，经过全区上下艰苦奋
战，崇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但
疫情形势仍严峻复杂，必须咬紧牙关，
持续奋斗，务求必胜。要按照全域静
态管理、全员筛查检测、全面流调排
查、全民清洁消杀、全程查漏补缺的

“五全”要求，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坚
决打赢社会面清零攻坚仗。要完善筛
查方案，分区分类做好全员核酸检测，
摸清底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统
筹资源力量，提质提速提效，高质量完
成核酸筛查工作。要聚焦重点、多措
并举，扎实做好人民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服务，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强大支撑。

李政强调，社会面清零攻坚仗是
一场大仗硬仗，是对干部坚强意志、政

治品格、工作能力和顽强作风的大考
验，要横下一条心，啃下硬骨头。各级
领导干部要下沉一线，层层“包保”，充
实基层社区抗疫力量；要充分发挥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冲锋在前，勇挑重任；要组织志愿
者突击队，广泛发动群众，群策群力，
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社会面清零攻
坚战。

区委副书记李峻等区领导参加
会议。

本报讯 4月，春耕时节，东禾九
谷新建成的育秧基地正式启用。

基地引进一套自动化水稻育秧
生产系统，从选种、播种到壮秧、插秧，
均采用量化标准进行调控，保证育秧
的每个环节质量可控。“温汤消毒”是
其中最为关键、最具创新性的一环，
用“温水浸泡、冷水降温”的方式取代
用药消毒，确保种源安全有机。从长
远来看，该育秧基地可以实现单位水
稻产量所使用的种子数量减少，人力
成本降低，助力我国“种源自主可
控”。此外，东禾九谷首次使用无人
驾驶旋耕机等高科技农业机械进行
春耕。4月育出的所有秧苗将在5月
进行插田。

本报讯 4月15日下午，区委书记
李政赴陈家镇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层海路集中疏散点建设工地上，
建设者们正在连续奋战，冲刺建设。
李政来到集中疏散点建设现场，实地
察看建设情况。李政指出，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增强刻不
容缓的紧迫感，强化雷厉风行的执行
力，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
提下，千方百计抢抓工期、加速完工，
加快设施建设、人员配备、维护保障
等环节的有机衔接，推动集中疏散点
尽早投入使用。

在建发地产工地，李政指出，要压
实责任、狠抓落实，严防严管、一严到
底，切实加强重点场所的防控工作，落
细落实建筑工地人员闭环管理等措
施，加强环境消杀力度，最大限度降低
聚集性疫情传播风险。要妥善保障好
施工人员基本生活需求，解决好大家
急难愁盼问题，齐心协力打赢疫情防
控这场大仗硬仗。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邢建良参加
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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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几天，崇明部分地区被划
定为防范区，一些市民出门透透气，在
朋友圈晒出大好春色，不少仍在家的
市民在朋友圈留言“感谢带我看到了
今年的春天”。蛰伏已久的心，似乎已

“放飞”在春天里。然而，“防范区”就
可以“放飞”了吗？显然还不能。因
为，持续守住“防范区”才是当前关键；

由此，也才能迎来封控区、管控区更快
变成“防范区”，直到如常生活真正重
新开启。

过去的一个月，医护人员、基层干
部、志愿者舍小家为大家，逆流而上，
在抗疫一线日夜奋战，抵御奥密克戎
的侵略；所有的村居民足不出户，在

“春色满园无人问津”的遗憾面前依然

坚守住阵地，宅在家中支持抗疫；商家
为了公共健康的长远利益，关门闭户。

孩子担心父母，父母也想念孩子，
但我们不说；想要出门与远方的家人
朋友相聚，但我们不走；焦虑生计，担
忧一家老小的生活，但我们忍住；每个
人都“熬牢”“摒牢”，为的是恢复如常
的生活早一点、再早一点到来。

因此，继续“防范”，是舍一时之快
而全长久之计。不让努力争取得来的
自由毁于一朝一夕，这应该成为防范
区居民的共识。因为，病毒只要找到
宿主和温床，便肆无忌惮；

“防范”不松懈 静待春光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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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疫情社会面清零攻坚部署会召开

区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举行

□ 记者 许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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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到底抓好一严到底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疫情防控工作

▲ 东禾九谷育秧基地

本报讯 区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4
月13日晚举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
孙春兰副总理在市疫情防控视频调度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部署当前疫情防
控重点任务。区委书记、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政在会
上强调，要认真落实孙春兰副总理要
求，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进一步增

强紧迫感、责任感，统筹好各类资源和
力量，从严从紧从细从实抓好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区委副书记、区长、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缪京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当前崇明疫情防控正
处在最紧要的关键阶段，要按照市防
控办“三区”划分管理工作要求，不折不
扣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管控措施，坚

决做到封控区“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
务上门”，管控区“人不出小区、严禁聚
集”，防范区“人员减少流动、非必要不
外出”，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

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周密组
织，全力做好核酸检测和抗原检测工
作，切实以最快速度最严举措阻断疫
情传播链，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
零。要紧盯快递、外卖、志愿者等流动
中的城市保供人群，增加核酸检测和
抗原自测频次，严格闭环管理，坚决筑

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严密防线。
要全力做好基本生活物资保供和应急
就医等工作，积极回应民声民意，进一
步增强群众战胜疫情的信心决心，众
志成城、守望相助，共同打赢疫情防控
这场大仗硬仗。

会上，区卫生健康委部署本区 4
月14日区域筛查工作。

区委副书记李峻等区领导出席
会议。

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

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

长兴疫情防控联合
指挥部工作会议举行

□ 记者 许聪

区领导调研
陈家镇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