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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家园保平安
推进社区防控常态化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更
要持之以恒不松劲。”疫情发生以来，
北京市西城区委大栅栏街道工委书
记李婕每天晚上都要和街道干部们
一起“算账”。“目前还有135人没有返
京，11人还在武汉。”

大栅栏街道离天安门广场仅一
步之遥，辖区内既有著名的文化旅游
区，也有人口密度较大的居住区。疫
情发生以来，在大栅栏街道，区里下
沉干部 140 多人、街道下沉干部 160
多人、社区工作者150多人、党员志愿
者300多人、保安300多人，共同组成
了千余人的一线防控队伍，做好社区
封闭、站岗值守、居家隔离群众服务
保障、消杀防疫等各项工作。

“最近重点开展返京人员情况摸
排，街道和每一个未返京人员保持动
态联系，将北京市最新政策、大栅栏
地区复工复产相关要求，通过电话、
微信告知。”李婕介绍，为了适应疫情
防控新形势，街道将辖区内2万多个
居民手机号统一录入系统，制作电子
出入证，充分利用数据化手段，扎牢
社区防控篱笆。

4 月 8 日，武汉市解除离汉通道

管控，武汉逐步恢复往日生机。然而
“解封”不等于“解防”，打开城门不等
于打开家门，社区疫情防控管理没有
丝毫放松。

“4 月 11 日晨会重点：收集滞留
武汉人员返程信息；下沉党员陆续撤
离，小区封控平稳过渡……”武汉市
洪山区狮子山街珞狮路社区党总支
书记陈莉萍的日记本上，写满战“疫”
工作重点。

陈莉萍介绍，虽然3月16日已被
评为无疫情社区，但珞狮路社区封控
力度不减，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全国多地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
复，推进社区防控工作常态化成为当
前社区工作的首要任务。

在浙江杭州，随着本土疫情传播
基本阻断，市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记者在多个小区看到，小区门口虽有
志愿者、保安或物业人员值守，但只
要出示“杭州健康码”绿码就能自由
进入，快递小哥、水电维修人员凭绿
码也能正常进入小区。

科技手段来助力
推进分级分类精准防控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社
区仍然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重要
防线。全国多地在抓细抓实社区防控

各项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科学、精
准、精细、分类防控，让兜底防控网更
加有力、有效。

“留学生小张从美国回国后，在
西安隔离满14天，今晚回京，明天咱
们一起去她家看一看。”4月10日晚8
点，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福祥社
区党委书记李德青仍在社区调度会
上和社工交代工作。

李德青介绍，目前福祥社区未返
京居民68人，境外待返京人员11人，
其中法国2人，美国1人，意大利1人
……翔实并动态更新的疫情数据，得
益于福祥社区制作的战“疫”民情图。

福祥社区位于北京城市核心区，
平房院与楼房交错分布，1336户居民
里租户与本地居民混合，管控难度
大。为加强精准防控，福祥社区建立
住户台账，使用绿、橘、红及卡通小人
4种形式，对住户进行分类标注。

“在电子地图上社区193个院落都
能点开，实时查看和更新每家每户的疫
情数据，防疫更加智慧精准，也避免基
层社工大量重复劳动，让他们腾出手来
干更多防疫的实事。”李德青说。

在武汉开发区（汉南区）沌口街
翡翠玖玺社区，社区推出绿、红、黄三
色通行证。其中，绿色复工卡集中办
理、长期有效；红色办事卡、黄色购物

卡在值守点临时申请，限时使用、当
天有效。健康码配合三色通行证使
用，实现精准识别居民出入需求，有
效引导居民“非必要，不出门”。

“车辆管理系统利用 AI 智能识
别、大数据、云托管等技术，发现去过
高风险地区的车辆进入社区，系统会
第一时间锁定信息，提醒社区开展排
查。”静怡社区党委书记陈凯介绍，科
技手段让群防群治更加有力，如遇居
家隔离人员擅自外出，邻居可“随手
拍”并将信息上传系统，由社区处置。

多方力量齐参与
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
多地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
独特优势，广大社区党员干部以身作
则、冲锋在前，发扬连续作战作风，抓
细抓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与下沉干
部、在职党员、志愿者等各方人员一
道，形成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强大
力量，坚决守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社区防线。

“95 后”马丽是武昌首义学院大
二学生。疫情期间，她报名参加社区
志愿服务，成为武汉市武昌区白沙洲
街城南社区年纪最小的志愿者，到现
在已连续战“疫”50多天。在武汉，5万
余名像马丽一样的志愿者戴上口罩、
穿上红马甲挺身逆行，成为江城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当好服务员、宣传员、社情民意
调研员……”在武汉市洪山区幸福社
区，群众工作队职责上墙，一目了然，
下沉干部与社区各类力量组建4支小
分队，各司其职。

在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天马街道
金川社区，平均年龄68岁的“啄木鸟”
服务队现有36名老年志愿者，这些老
党员老同志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
累计参与抗疫志愿活动600余人次，为
疫情防控奉献“夕阳红”“银发光”。

在北京，市区两级选派 7.4 万名
干部下沉社区（村）担纲挑梁，18.9万
名在职党员回社区（村）报到吹响冲
锋号；社区（村）党组织牵头，运用党
建协调委员会机制，把驻区单位发动
起来，整合社区党员、社区民警、物业
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等各方力量全
参与；“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石景
山老街坊”等志愿者活跃在 7000 多
个社区（村）。

火眼金睛，铜墙铁壁。全国各地
的党员干部、一线工作人员和社区居
民共同携手，构筑起了一道道、密匝
匝的社区群防群控严密防线，保护了
家园，守住了净土。

4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
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
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
继续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
作。动态完善防范疫情跨境输入
举措，提高针对性有效性。加强精
准防控和规范处置，排查消除疫
情反弹风险隐患，为推进全面复
工复产创造有利条件。

会议要求，要抓住重点，精准
有效施策，加强境外疫情跨境输
入防范。继续严格口岸管控，尽可
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员跨境流动，
统筹做好口岸管理、检验检疫、封
闭转运、隔离诊治等工作。根据边
境省份不同防控压力，分级组织
内地医疗防控专家工作组到边境
一线，支援和指导疫情防控、方舱
医院建设、集中隔离点和定点医
疗机构设置及患者救治工作，调
集检测试剂和设施、诊疗救治设
备等，增强边境地区、口岸城市防
控和救治能力。加强疫情防控国
际合作，严格医疗防疫物资出口
质量监管，依法严肃查处没有资
质和不按标准生产、哄抬防疫产
品和原材料价格等行为。

会议指出，近期个别地区连续
出现散发病例，要继续做好社区防
控，将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到人，对
中国和外国公民一视同仁，防止疫
情扩散。切实做好无症状感染者及
其密切接触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
医学管理。通过社区、医疗机构发
热门诊、面对面流调三道防线，及
时发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坚决落实“四早”措施。实事求是、
公开透明向社会全面发布疫情信
息，科学做好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情
况调查和信息发布工作。要加强离
汉人员检测和健康管理，抓紧做好
扩大核酸和抗体检测范围工作，这
既可让群众安心，又有利于人员流
动、推动全面复工复产。对到目的
地从事教师、医务工作和公共场
所、交通工具等方面服务的重点人
群，做到核酸检测应检尽检，对其
他人群鼓励在离汉前进行核酸检
测。武汉市要尽快推进无症状感染
者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对离汉
人员持有到达目的地前 7 天内核
酸检测阴性或既往血清特异性保
护抗体检测阳性证明的，可即正常
复工复产复学。离汉前未进行核酸
检测或无法提供抗体检测阳性结
果的人员，应严格执行目的地防控
要求和规定。加大科研攻关力度，
提高检测能力，缩短检测时间。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
明、蔡奇、王毅、肖捷、赵克志参加
会议。

近日，一些旅游景区在恢复开
放期间出现大量游客聚集拥挤现
象，增加了疫情传播风险，为严格
规范解禁后旅游景区管理，确保旅
游景区安全有序开放，经国务院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同意，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4 月 13 日联合印
发《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和
安全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要坚持防控为
先，实行限量开放。强调各地在做
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按照分区分级原则，严格落实

《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
指南》要求，做到限量开放、有序开
放，严防无序开放。疫情防控期间，
旅游景区只开放室外区域，室内场
所暂不开放，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
核定最大承载量的30%，收费景区
在实施临时性优惠政策前要做好
评估，防止客流量超限。

《通知》要求，要强化流量管
理，严防人员聚集。旅游景区要建
立完善预约制度，推行分时段游览

预约，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旅
游，严格限制现场领票、购票游客
数量，做好游客信息登记工作。要
求各地严格落实旅游车辆防控安
全，加强智慧旅游建设，做到旅游
景区流量管理关口前置，严控客
流。要细化管理措施，规范游览秩
序。旅游景区要优化游览线路，在
旅游景区出入口、重要参观点等容
易形成人员聚集的区域配备必要
的人员设备，严格落实体温筛检等
防控措施，加强景区疏导和安全隐
患排查，规范景区管理。

《通知》强调，要加强组织领
导，落实责任分工。各地要对旅游
景区开放负主体责任，建立督导机
制，切实加强旅游景区开放和旅游
安全检查工作。要健全部门联动机
制，落实落细防控责任，提高应急
处置能力，及时妥善处理突发情
况。各地要做好宣传引导，及时发
布各类疫情防控指南和安全信息，
引导游客遵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
警示规定，增强防护意识，配合防
控工作，推进文明旅游。

本栏据新华社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区防控工
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部署。在4
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调，要优化社区管控措施，筑牢社区
防控安全屏障。

在抗疫一线，全国400多万名社

区工作者牢记使命，在65万个城乡社
区进行疫情监测、出入管理、宣传教育、
环境整治、困难帮扶等工作，为遏制疫
情扩散、保障群众生活作出重要贡献。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要求

增强边境地区疫情防控能力
分级组织专家组到边境一线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情防控
和安全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

◎新华社记者

效果需继续评估
灭活疫苗工艺更成熟

此次获批进入临床试验的两款新
冠病毒灭活疫苗，分别由国药集团中国
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科兴中
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各自联合有关科
研机构开发。

据了解，两家单位均在1月紧急开
展研制工作，于2月底、3月初完成首批

疫苗制备并全面进入动物安全性和有
效性评价程序。

通常而言，启动一期临床试验之前需
完成动物实验，证实可将病毒蛋白送入免
疫系统的关键部位，使免疫系统能识别病
毒。该过程可通过使用灭活或减活的病
毒、重组或提取病毒蛋白等方式实现。

国药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
批进入临床试验的灭活疫苗，是通过物
理或者化学等方法杀死病毒，但仍保留
了病毒引起人体免疫应答活性的一种
疫苗。这种技术路线的疫苗有着长期研
究基础，具有生产工艺成熟、质量标准
可控、保护范围广等特点，在预防甲肝、
流感、手足口病、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
中均已有广泛应用。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关企业
已为紧急使用做好准备。以国药集团中
国生物为例，其申报新冠病毒疫苗临床
试验批次产量超过5万剂，量产后每批
次产量超过300 万剂，年产能1 亿剂以
上，具备大规模灭活疫苗生产能力。

不过，临床试验分为一期、二期、三
期，样本量不断扩大，疫苗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需经过持续验证、依次“过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发布的消息，这
个时间通常需要一年以上。

10亿元资金、“战时节奏”
疫苗研发高速开跑

在应急情况下，疫苗研发进入“战

时节奏”。
据了解，国药集团中国生物1月19

日即成立了由科技部“863”计划疫苗项
目首席科学家杨晓明挂帅的科研攻关
领导小组，迅速安排了 10 亿元研发资
金，布局3个研究院所，在两条技术路线
上开发新冠病毒疫苗。

其中，灭活疫苗由国药集团中国生
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
武汉病毒所在武汉研发、国药集团中国
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与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在北
京研发。基因工程疫苗则由中国生物技
术研究院牵头推进。

国药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科研人
员先后完成疫苗株筛选、毒种库建立、
抗体制备及鉴定、检测方法建立、生产
工艺研究、配伍及配方筛选等一系列新
冠病毒疫苗的生产和质控关键技术，迅
速开展并完成动物体内有效性及安全
性评价等工作。

与此同时，科兴中维的科研团队凭
借SARS疫苗研制的相关经验，在浙江
省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
研究所、中国疾控中心、中科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等单位的合作与
大力支持下，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也不
断提速。

科兴中维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已
将疫苗研制目标调整为应对全球疫情。

现有研究数据显示，疫苗对国内外不同
新冠病毒毒株均有较好的交叉中和反
应，为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提供了
数据支持。

疫情紧急，国家药监局也做好应急
审评审批的准备，组织专家团队早期介
入、同步跟进研发进程，在标准不降低、
程序不减少、保证疫苗安全有效的前提
下，加快审批流程。

5条技术路线并举
陆续进入临床试验

疫苗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对安全
性的要求也是第一位的。疫情发生以
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专
门设立疫苗研发专班，按照灭活疫苗、
重组蛋白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
流感病毒载体活疫苗、核酸疫苗5条技
术路线共布局12项研发任务，以确保新
冠病毒疫苗研发的总体成功率。

此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腺病毒载体疫苗已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在3月中旬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军志
曾介绍，我国新冠病毒疫苗研发进展总
体上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大部分研发团
队4月份有望完成临床前研究，并逐步
启动临床试验。

王军志表示，在不降低标准、保证
安全有效的前提下，我国科学家正争分
夺秒加快疫苗研发。

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再加速

两款灭活疫苗启动临床试验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张泉

记者14日从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科研攻关组获悉，我国两
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获得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许可启动一二期合
并的临床试验，成为最先获得临
床研究批件的采用“灭活”技术路
线的新冠病毒疫苗。

此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腺病毒载体疫苗已获批开
展临床试验。

这意味着我国疫苗研发处于
何种进度？不同疫苗又各有什么
特点？

扎紧篱笆打好桩
各地筑牢社区防控安全屏障

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百顺社区在职党员主动报到，在陕西巷南口登记点值守。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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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托起幸福新生活

干净整洁的院坝、两室一厅一
厨一卫“别墅式”的灾后重建房。这
是如今真达乡西绒村根呷一家的
居所。走进屋内，电视机、洗衣机、
电冰箱等一应俱全，壁柜里陈列着
各式精美的摆件，藏桌上码放着各
种食物酒水，还有雕花的藏床与温
暖的钢炉，让 80 平方米的空间显
得温馨舒适。“玉树地震前，我们住
的是土坯房，地震时房子几下就震
倒了，家人都吓哭了，所幸没有伤
及性命。”谈到地震时根呷还心有
余悸。

“灾后重建不仅让我们过上了
幸福生活，县委、县政府还千方百
计带领我们生产致富，现在村里有
蔬菜大棚、水磨糌粑、风干牦牛肉
加工厂和藏香猪养殖基地等，我们
可以采取劳动或者生产资料入股
等形式参与年底分红，加上国家各
项惠民资金和挖虫草的收入，生活
真的是越过越红火。”说到现在的
生活根呷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
并竖起大姆指说，“感谢党、感谢政
府的关心关怀。”

来到真达村民文化活动中心，
晚饭过后村民自发组织跳起了真
达锅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土登说：“按
照县委、县政府灾后重建不仅要富
口袋、更要富脑袋的要求，我们通
过建设文化院坝、图书室、阅览室，

组建基层文化队伍，加大村村响和
农村电影放映以及民族民间文化
艺术挖掘等工作，研究文化产品，
提供文化服务，进一步丰富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七进活动，使群众真正过
上‘四好生活’。”

据了解，在灾后重建中，石渠
县按照省、州的部署，坚持“以人为
本、尊重自然、统筹兼顾、科学规
划、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要求，
把灾后恢复重建与新农村建设、牧
民定居行动计划、农牧区危房改
造、统筹城乡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重点解决好水、电、路等基础设施
和医疗、教育、商贸等公共服务设
施建设。累计投入重建资金33546
万元，全面完成了 1492 户农房重
建、2681户受损农房维修加固、5.2
万平方米城镇居民受损房屋和149
间受损僧房维修加固等工作；水、
电、路等基础设施及教育、卫生、文
化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完
成，基本实现了省委提出的“三年
重建任务两年完成”的要求。

十年涅槃重生，十年砥砺发
展。如今，拔地而起的重建新房取
代了曾经的残垣断壁，凋零的格桑
花又一次骄傲地绽放，一个绿色、
幸福、和谐的现代化城市从古老而
美丽的扎溪卡草原拔地而起。“只
要我们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终将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
又一个胜利。”州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石渠县委书记袁明光说。

十年涅槃，再现美丽扎溪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