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密切接触者，将“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
测”管理措施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
离”，期间赋码管理、不得外出。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1、2、3、5天各开展1次核酸

检测，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1、3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

及时准确判定密切接触者，不再判定密接的密接。

将高风险区外溢人员“7天集中隔离”调整为“7天
居家隔离”，期间赋码管理、不得外出。
●在居家隔离第1、3、5、7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测。

将风险区由“高、中、低”三类调整为“高、低”两类，
最大限度减少管控人员。
●原则上将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

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定为高风

险区，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不得

随意扩大；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的其他地区

划定为低风险区。

●高风险区连续5天未发现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

险区。符合解封条件的高风险区要及时解封。

对结束闭环作业的高风险岗位从业人员由“7天集
中隔离或7天居家隔离”调整为“5天居家健康监
测”，期间赋码管理，第1、3、5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
测，非必要不外出，确需外出的不前往人员密集公
共场所、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严格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确
定的范围对风险岗位、重点人员开展核酸检测，不
得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一般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只在感染

来源和传播链条不清、社区传播时间较长等疫情底

数不清时开展。制定规范核酸检测的具体实施办

法，重申和细化有关要求，纠正“一天两检”、“一天

三检”等不科学做法。

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并将登机前48小时内2
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调整为登机前48小时内1次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对于入境重要商务人员、体育团组等，“点对点”转运
至免隔离闭环管理区(“闭环泡泡”)，开展商务、训练、
比赛等活动，期间赋码管理，不可离开管理区。
●中方人员进入管理区前需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加

强免疫接种，完成工作后根据风险大小采取相应的

隔离管理或健康监测措施。

明确入境人员阳性判定标准为核酸检测Ct值<35，
对解除集中隔离时核酸检测Ct值35-40的人员进
行风险评估，如为既往感染，居家隔离期间“三天两
检”、赋码管理、不得外出。

对入境人员，将“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测”
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期间赋码管
理、不得外出。
●入境人员在第一入境点完成隔离后，目的地不得

重复隔离。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第1、2、3、5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

测，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1、3天各开展1次核酸检测。

加强医疗资源建设。
●制定分级分类诊疗方案、不同临床严重程度感染

者入院标准、各类医疗机构发生疫情和医务人员感

染处置方案

●做好住院床位和重症床位准备，增加救治资源

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特别是老年人群加强免疫接种覆盖率

加快新冠肺炎治疗相关药物储备。
●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尤其是重症高风险和老年患

者治疗需求

●做好有效中医药方药的储备

●加强急救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储备

强化重点机构、重点人群保护。
●摸清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患者、孕产妇、血液透

析患者等群体底数

●优化对养老院、精神专科医院、福利院等脆弱人

群集中场所的管理

落实“四早”要求，减少疫情规模和处置时间。
●各地要进一步健全疫情多渠道监测预警和多点

触发机制

●严格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避免

战线扩大、时间延长，决不能等待观望、各行其是

加大“一刀切”、层层加码问题整治力度。
●严禁随意封校停课、停工停产、未经批准阻断交

通、随意采取“静默”管理、随意封控、长时间不解

封、随意停诊等各类层层加码行为

加强封控隔离人员服务保障。
●建立生活物资保障工作专班，及时制定完善生活

必需品市场供应、封闭小区配送、区域联保联供等

预案

●全面摸排社区常住人口基础信息，掌握空巢独居老

年人、困境儿童、孕产妇、基础病患者等重点人员情况

●优化封闭区域终端配送，明确生活物资供应专门力

量，在小区内划出固定接收点，打通配送“最后一米”

●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制度，不得

以任何理由推诿拒诊

优化校园疫情防控措施。
●坚决落实科学精准防控要求，不得加码管控

●逐一排查校园随意封控、封控时间过长、长时间

不开展线下教学、生活保障跟不上，师生员工家属

管控要求不一致等突出问题并督促整改

落实企业和工业园区防控措施。
●摸清辖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企业和工业园区底

数，“一企一策”“一园一策”制定疫情防控处置预案

分类有序做好滞留人员疏解。
●发生疫情的地方要及时精准划定风险区域，对不

在高风险区的外地人员，评估风险后允许其离开，

避免发生滞留，返程途中做好防护。

●发生较多人员滞留的地方，要专门制定疏解方案

出发地与目的地加强信息沟通和协作配合，在有效

防止疫情外溢的前提下稳妥安排，交通运输、民航、

国铁等单位要积极给予交通运力保障。

●目的地要增强大局意识，不得拒绝接受滞留人员

返回，并按照要求落实好返回人员防控措施，既要

避免疫情外溢，也不得加码管控

来源：人民日报

11月11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

地各部门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积极稳妥抓好

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具体优化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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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 有力度更有温度

本报讯“本来今天想以战斗的姿

态在岗位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还

是被居民和同事们暖心的祝福弄得

‘破防’了。”11月11日早晨，宛平街

道沸城七里广场核酸检测点的负责

人、沸城社区书记韩燕在忙碌中意外收到了许多

生日祝福。面对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韩燕在

“疫”线岗位上度过了这个特别又难忘的生日。

“知道今天是您的生日，这束鲜花是我的一

点心意，感谢您这段时间的辛苦付出！”宛平街道

办事处主任鲍永刚也为韩燕送上了一束鲜花。

奔波在抗疫一线的韩燕既惊喜又感动，这是

她在社区岗位上度过的第22个生日。“韩书记，

祝您生日快乐，希望您身体健康”，来做核酸的居

民知道今天是韩燕的生日都纷纷送上生日祝福。

由于近期疫情多点散发，为进一步防范风

险，11日宛平街道根据辖区实际情况，新增多处

核酸检测点位，为居民提供三天三检

的核酸检测服务。作为沸城七里广场

核酸检测点的负责人，韩燕前一天晚

上就到达核酸检测点开始了准备工

作，合理规划检测点排队线路、布置两

米线、在居民群里发通知……

“感谢大家的关心和祝福！更要感

谢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配合，让此次

核酸检测工作有序开展。”韩燕表示，

现在她只想一心为辖区居民筑牢疫情防控安全

屏障，她的第一个生日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战

胜疫情，早日恢复往日的生机与活力，大家都可

以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过每一个生日。

一个小小的插曲过后，韩燕又回到了紧张而忙

碌的工作岗位。在宛平，像韩燕这样的一线工作者还

有很多，他们共同构筑起了守卫健康、护佑生命的坚

固防线。

宛
平
街
道

“疫”线干部别样生日暖人心

本报讯 在新发地市场采购上

货区，常常活跃着这样一个年轻的

身影。有时，他会在卡口值守，查

验来往人员情况；有时，他会在

场内巡查，对商户检查督导；有

时，他会协助环境消杀和核酸检测……他就

是花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戢萌。作为新

入职公务员，他以新人之姿展现决心和担当，

以昂扬面貌贡献青春力量，在抗疫战场上快速

成长。

采购上货区常有长途大货车司机和京内司

机来来往往，该如何在保证防疫工作严格落实的

基础上，考虑到司机们的需求和感受呢？戢萌主

动请教老同事和网格长，和大家共同探讨出了一

系列解决办法。

在卡口处张贴最新要求和通知，沟通协调建

立微信群，便于司机及时准确了解到各类防疫信

息；建立24小时党员爱心服务站，提供应急食

品、热水、口罩、一次性橡胶手套等便民物品；设

立片区引导员，对大货车司机遇到的相关问题

及时解答……随着一系列措施落细落实，网格

内的防疫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切实筑牢疫情防

控防线。

工作中，有时也会遇到困难。有一次，戢萌和

同事碰到了一对聋哑人兄妹，由于沟通不便，他

们不理解、不配合管控措施。关键时刻，戢萌与同

事坚决守住卡口，履行防控职责。通过文字沟通，

兄妹俩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表示理解并愿意配

合管控政策。

在网格内工作，夜以继日是常态，工作压力

也可想而知。戢萌却说：“身为一名抗疫战场的

‘新兵’，我更应该在一线贡献自己的力量，再苦

再累也值了！未来，我也会坚定信念，做一名无愧

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好干部！”

花
乡
街
道

在防控一线彰显青春力量

本报讯 11月11日一早，方庄街

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带着N95口罩、

方便面、饮品等防疫及基础物资来到

方庄邮政支局，为快递小哥送上“暖

心包裹”。

据了解，这是方庄街道办事处联合北京市南

区邮政管理局、方庄医院一同组织了方庄邮政支

局快递小哥的慰问活动。

“大家一定要用七步洗手法来洗手。”

“口罩戴好后要沿着鼻子和脸部紧紧按压。”

方庄医院志愿服务队的张莹为邮政快递小

哥进行现场教学示范，普及安全防护知识。

在教学现场后方，方便面、饮品、火腿肠等物

资整齐地摆放着。物资和防疫知识共同组成

了方庄街道为快递小哥所派送的“双11暖心

包裹”。

方庄医院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告诉记者，面临

疫情反复的严峻形式，希望通过防疫小课堂在

“双11”这个业务高峰期为快递小哥及购买者的

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方庄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介绍，方庄街道持续

落实好关于做好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

体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合法权益，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通过多种方

式增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

他们派送更多的温暖。

方
庄
街
道

为快递小哥派送“双11暖心包裹”

本报讯 近日，西罗园街道西

马场北里社区22号楼1单元6

层的一位卧病在床的老人家属

清晨紧急向社区打来求助电话：

母亲需要今天去看病，家里住在

六楼，家人都不在京，只有女儿

一人无法将母亲抬下楼，社区能

否给予帮助。接到居民的求助，半宿忙于大数

据核实、凌晨又准备核酸筛查的社区书记常

宝晨立刻带领社区干部来到居民家中，二话

不说蹲下身将老人背上，还不忘细心叮嘱

家属为老人多穿衣服，外面有雨别冻着。

“太谢谢社区了，你们辛苦了，但是看病回

来可不可以帮我再把老人背上去，咱们约

个时间。”老人上车后，老人女儿不好意思

地说。“您随时吧，回来前打电话，我们一定来

人，您安心看病，我先去忙”，常宝晨如是说，

骑上电动车一溜烟赶回核酸现场去了。

疫情无情人有情，西马场北里社区里暖

心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今天的故事格外暖。

西
罗
园
街
道

高龄老人卧病难下楼 社区书记：我来背

本报讯（通讯员 魏惠德）近日，丰台区组织城管委联合花乡街道，以

新发地周边门店为试点，致力打造丰台特色门店管理新模式，助力疫情

防控常态化，努力推进“门前四包”试点工作。

花乡街道所辖新发地作为首都重要的“菜篮子”，不仅担负着全市生

活物资的供应重任，更作为全区疫情防控与门店管理的重要枢纽，丰台

区城管委最终将“门前四包”责任牌样式定稿交付花乡街道进行具体实

施。该街道城乡办在收到式样定稿后，立即着手批量制作实体责任牌，并

统一部署安装任务。截至目前，新发地周边社区（村）292家门店已安装

210家。丰台区城管委还专门组织对沿街门店落实情况开展不定期巡查

工作，不间断督促责任单位进行落实整改，从而推动该地区“门前四包”

整体进展，持续提升周边环境卫生治理与防疫措施管理水平。

下一步，丰台区将以该街道试点工作为先行经验，继续加强与属地

部门合作，以多种形式将全区“门前四包”工作落实落细，持续提高全区

门店管理水平，带动全区齐抓共管。

丰台区稳步推进“门前四包”
丰台区市场防疫领域疫情防控不到位企业通报

为切实做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促进疫情防控“四方责任”的落实，丰台区市场防

疫工作组持续对市场经营主体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近期，丰台区市场防疫工作组在检查中发现有部分市场主体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严，

现将名单通报如下：

经营主体名称

北京淼丽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京诚友家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

北京陈晓玲包装食品店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泥洼北路6号院7号楼110室

北京市丰台区同盛里4-9-101

北京市丰台区恒松园小区7号楼1-1号

发现问题

部分员工口罩佩戴不规范

部分员工口罩佩戴不规范

员工体温记录不全

本报记者、通讯员联合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