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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大朗镇召开疫
情防控工作会议，分析当前的疫
情防控形势，部署大朗镇疫情防
控工作。大朗镇委书记郭怀晋，
镇委副书记、镇长邓柏松，镇人
大主席刘学新等镇党政人大领
导班子成员和镇有关单位负责
人参加会议。会议分析当前的
疫情防控形势，并对即日起开展
的市外来（返）朗人员报备“固垒
织网”专项行动进行了部署。

郭怀晋强调，当前国内疫情
态势复杂，大朗镇疫情防控形势
十分严峻，全镇各单位部门、村
（社区）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
控工作的紧迫性，全面下沉开展
检查市外来（返）朗人员报备“固
垒织网”专项行动；强化责任落
实，提高全社会防疫的主动性；
要以敏锐的意识、扎实的举措和
严格的手段，坚决落实防输入各
项工作，确保疫情风险“早发现、
早应对、早处置”，为冲刺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稳定安全
的社会环境，全力实现“双统筹”

“双胜利”。
记者从会议获悉，“固垒织

网”行动主要包括以下七项内
容：一是落实市外来（返）朗“三
部曲”。所有市外来（返）朗人员
务必落实“落地报备、核酸检测、
居家健康监测”等防输入“三部
曲”。具体包括：通过“i莞家”和
村（社区）报备，第1、2、3、5 天进

行一次核酸，前三天落实居家健
康监测，7天内不聚集、不聚餐、
不去人群密集的场所。二是落
实货车司机报备和闭环作业。
所有市外来（返）朗货车司机要
提前24小时在“i莞家”报备，并
落实闭环作业。三是持续完善
网格基础台账。对 28个村（社
区）网格化管理并同步完善网格
内人员信息、场所信息、企业经
营主体信息、出租屋信息等台
账建设。四是落实辖区巡检督
导整改工作。督促辖区内企
业、酒店、公共场所等各类主体
落实“测温、戴口罩、扫码、亮
码、消毒”等进门“五件套”，同
时推动团体码“应建尽建”。五
是细化“固垒织网”一村一策。
各村（社区）要结合实际，完善
本村（社区）“固垒织网”行动方
案。同时，建议发动群众举报
未落实市外来（返）朗“三部曲”
的行为，对举报者进行现金奖
励，并对被举报人和所在出租
屋、小区等负有监管、报备责任
的主体进行处罚。六是强化社
会面宣传。宣传部门会同各村
（社区）通过宣传车、红袖章、志
愿者等形式，开展社会面宣
传。七是强化依法处罚。各单
位、村（社区）要对不履行主体
责任、不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
定引发疫情传播的企业和主
体，依法追究责任。

大朗镇开展“固垒织网”专项行动

科学精准防控

记者近日从大朗镇卫生健康局获悉，为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加强全镇新冠病毒核酸采样能力储备，大朗
镇开展新冠病毒核酸社会采样队招募，积极发动党政机
关、教育机构、社会热心人士等参与到核酸采样工作中，
通过培训、考核、带教等“以老带新”方式迅速补充采样人
员缺口，进一步提升基层疫情防控能力。

为进一步充实核酸采样力量储备，高效推进大朗教
育系统师生员工常态化核酸采样工作，根据市、镇疫情防
控指挥办工作部署，大朗镇教育管理中心迅速启动校内
核酸采样人员组建，并同步做好校园疫情防控物资发放、
核酸采集、样本运送、检测结果运用等一系列工作，全面
开展自助式校园核酸检测，全力保障师生身体健康，筑牢
校园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由镇教育管理中心统筹，提前做好一个月核酸采样
的物资需求计划，再统一将N95口罩、隔离衣、防护服、面
屏、一次性手套等防护用品派发至各学校（幼儿园）。各
学校（幼儿园）按照要求，建立防疫物资储备台账和领用
登记册，及时更换过期物资，为各项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
展打好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一时间启动大朗镇教育系统核酸采样队招募工
作，迅速组建了一支360余人的校内核酸采样队伍。为
确保核酸采样操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和安全化，按幼儿
园、小学、寄宿学校等分3批次组织采样队伍进行专业理
论培训。

11月21日，第一批培训考核合格的300多名教职
工率先在专业医务人员的带教下首次正式“上岗”，全面
开始首轮校内自助式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实现全镇校内
近8万人核酸采样自助化。“以前都是医务人员来帮我
们采核酸，现在疫情防控压力很大，医务人员很紧缺，我
们通过培训考试合格后，参与到本校的核酸采样工作
中，主动担起本校疫情防控责任，我相信我能做好！”叶
老师表示。

学校、幼儿园完成每日的核酸检测任务后，由专人负
责核酸样本的运送，确保核酸样本及时、高效、安全送到
指定检测机构；核酸检测医疗垃圾则由学校（幼儿园）所
在属地村（社区）安排专人送到大朗镇统一医疗垃圾临时
处置点，保障每轮核酸检测工作的顺利收尾。

除了定期抽查核酸检测，大朗镇自今年6月起率先在
教育系统全面推广使用“团体码”，实时掌握师生核酸检
测情况和核酸结果。截至目前已开通团体码2015个，师
生及家长加入人数超20万人，基本实现校园“团体码”全
覆盖，有效推动校园防疫工作在疫情常态化管理下的高
效快速运行。

据了解，11月15日以来，大朗镇已开展6场次新冠
病毒核酸社会采样队培训，近700人经过核酸采样专业
化培训，下来，将继续开展社会采样队招募、培训、考核、
带教工作，培养一批坚实的核酸社会采样力量，形成全镇
疫情防控强大合力。

为确保广大市民安全有序
流动，大朗严格落实“落地检”疫
情防控工作，为乘客到达当地车
站后提供一次免费核酸检测服
务，有效推动防控关口前移。

记者近日在莞惠城轨大朗
站以及大朗汽车客运总站看到，
站内出口处都设置了核酸采样
服务点，为出站乘客提供免费的
核酸检测服务。出站的市民在

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完成测
温、扫码、亮码等防疫工作，所有
出站市民按照“愿检尽检”原则进
行检查。通过“落地检”，各地能
第一时间发现跨省流动人员阳性
个案，为跑赢病毒、控制疫情争取
时间。大朗交通运输分局办事员
叶卓锋说：“来（返）朗人员一落地
就过来做，做完就可以直接走，很
方便。”

近期，全国本土疫情呈现传
播范围广、传播链条多、疫情波
及面扩大的严峻复杂态势，为疫
情防控带来挑战。大朗工作人
员提醒，核酸采样服务点从早上
7点至晚上10点半都有免费的
核酸检测，请广大市民“落地”后
要积极完成核酸检测工作，并做
好自我健康监测，配合做好疫情
防控措施。

近日，大朗镇智网中心组织
网格员在做好日常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通过集中签订和入户
签订等形式，与出租屋主、二手
房东签订《出租屋疫情防控承诺
书》，以及推广“团体码”创建，
进一步严防疫情输入风险，织密
织牢全镇疫情防控安全网。

根据《出租屋疫情防控承诺
书》，房东承诺全面动员场所内
的人员有序前往核酸采样点进
行核酸检测，坚决做到应检尽
检，不漏一人。建立各类场所各
自的“团体码”，动态跟踪所有
人员的粤康码核酸检测情况。

记者近日跟随网格员穿梭
在水口村大街小巷看到，他们
通过走访入户等方式，与各出
租屋房东签订《出租屋疫情防
控承诺书》以及推广“团体码”
创建，督促提醒屋主、二手房东
及时落实报备工作，预防返莞人
员脱管，最大限度减少疫情输入
风险。

房东们纷纷表示，作为出租
屋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会积极
主动配合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工
作，并落实好相关防疫措施。据
悉，从11月 17日开始，大朗镇
智网中心通过入户签订+集中
签订的形式，截至11月 22日，
创建出租屋“团体码”3273个，
签订《出租屋疫情防控承诺书》
2693份。

近日，大朗还向各类场所发

放《大朗镇各类场所疫情防控承
诺书》，要求全镇农贸市场、餐
饮店、小超市、小经营店、小摊
点等行业主体签订《大朗镇各类
场所疫情防控承诺书》，全面压
实经营主体第一责任人责任。

《大朗镇各类场所疫情防控
承诺书》要求商业主体做好返朗
人员报备，督促场所的人员进行

“莞e申报”、申领“粤居码”，做
到“人在登记”“人走注销”，不
迟报、不瞒报，严格执行防疫

“五件套”(测温、场所码扫码、粤
康码亮码、规范戴口罩、消毒)，
发现体温异常、粤康码异常的人
员限制进入场所并及时报告村
（社区）或相关部门。要求全面

动员场所内的人员有序前往核
酸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坚决做
到应检尽检，不漏一人。建立各
类场所各自的“团体码”，动态
跟踪所有人员的粤康码核酸检
测情况。若所管辖的场所在临
时管控区域内或出租屋、工厂、
企业等单位内存在相关人员需
在场所范围内进行居家隔离或
居家健康监测的，及时掌握相
关人员底数，落实人员或员工
的居家隔离协助管控责任，提醒
相关人员除定时定点核酸检测
及其他特殊急迫需求情形外，非
必要不出户，发现擅自外出的人
员及时向村（社区）“三人小组”
报告。

严格落实“落地检”

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

自11月大朗镇疫情发生以来，疫情防控工作形势
严峻，在镇委镇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朗司法分局高度
重视、严密组织、全员行动、全力以赴，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分局全体党员干部坚守一
线、履职尽责，为联防联控疫情蔓延、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贡献一份力量。

大朗镇司法分局党支部第一时间与驻点村（社区）
沟通对接，组织由12人组成的中坚力量队伍，支援犀牛
陂村核酸检测工作，为核酸检测点提供秩序维护、引导、
信息登记、扫码、运送物资等服务。在核酸检测现场，分
局党员干部与有关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密切配合，维护
现场秩序，有序完成核酸检测。

该分局还组成6人“冲锋队”，根据疫情防控部署，
在犀牛陂村关卡点值守。党员干部严格管控人员进出，
引导群众扫描场所码，登记“红码”“黄码”人员信息并敦
促核酸结果超过72小时的群众尽快完成核酸检测。“冲
锋队”队员们发挥职能作用，向过往群众宣传疫情防控
政策和相关法律知识，提醒群众严格遵守防疫规定，不
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劝导，对聚集
扎堆人群进行劝导，有效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提醒群
众加强个人防护，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

除了身体力行投身一线抗击疫情外，大朗司法分局
还积极发动“线上”力量，通过“大朗普法”微信公众号、
宣传专栏、法治阵地等平台，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
工作，及时更新疫情相关信息，发布疫情防控工作有关
法律指引及法律知识，全面提高群众对疫情防治工作的
认识深度和配合程度，引导广大市民、商户严格遵守疫
情防控规定，做好防疫“五件套”服务。

接下来，大朗司法分局坚决服从镇委镇政府的统一
调度安排，筑牢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落实主体责任、
积极主动作为，有力度、有温度、有速度，全力以赴构筑
起抗击疫情的最强防护墙，为疫情防控贡献司法行政
力量。

勇当“战疫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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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朗近700名核酸采样志愿者上岗

提升基层疫情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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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化身核酸采样志愿者，方便就近采样 大朗供图

当前，国内疫情呈
现点多面广、局部多发
态势，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记者近日
从大朗镇获悉，该镇全
面开展“固垒织网”专项
行动，进一步科学精准
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全面落实好进一步
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
措施，切实保障全镇人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不断提高疫情
防控工作的科学性精准
性，最大程度保护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本报记者 李健武
通讯员 叶惠涛 大朗融媒

11月 25日至12月4日，大
朗镇开展为期一周的“固垒织网”
行动，具体由驻村镇领导班子率
分管单位工作人员下沉，并在各
村（社区）开展社会面宣传、督导、
检查、签署承诺书等工作，迅速营
造“全民防输入”氛围，使社区居
民的生命健康筑起一道道安全屏
障。

11月 26 日，邓柏松、杨永
成、刘钟明等大朗镇领导一行
来到松木山村开展疫情防控

“固垒织网”行动，随机对松木
山村的出租屋、公寓、商铺等进
行抽查，了解他们是否严格落
实防疫措施，并向出租屋、公寓
负责人宣传讲解市外来（返）朗
人员主动报备、核酸检测、居家
健康监测和落实防疫“五件套”
以及团体码“应建尽建”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等。

邓柏松要求，松木山村要结
合实际，完善该村“固垒织网”行
动方案的同时，要进一步压实各
场所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督促其
落实防疫“五件套”、推动团体码

“应建尽建”、持续完善基础台账
登记等防控措施；要加大宣传和
巡查力度，落实市外来（返）朗

“三部曲”，对不履行主体责任、
不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引发疫
情传播的企业和主体，将依法追
究责任。

11 月 26 日，邓柏松、李满
林、刘钟明等镇领导以及镇相关
部门人员一行，首先来到黎贝岭

村临时管控区，现场督导检查管
控措施落实、值班值守等情况，并
听取隔离人员健康监测、环境消
杀、生活物资及医疗保障等情况
汇报，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

邓柏松指出，要加强临时管
控区管理，严把各出入关口，切实
阻断疫情传播风险；要深入细致
做好老人、小孩、孕妇及风险人群
摸排管理等工作，建立居家隔离
人员管理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信息准，并通过科学合理调度
做好精准关怀和跟踪服务，让临
时管控区内的群众感到暖心和安
心。

11月 26日，大朗镇委委员
蔡培光率驻村团队一行深入到杨
涌村的农贸市场、商店、出租屋、
公寓等场所开展疫情防控“固垒
织网”专项行动，检查各场所是否
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并向出租屋、
公寓等场所负责人宣传讲解市外
来（返）朗人员主动报备重要性和
必要性等。

蔡培光表示，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守牢“外
防输入”关口，压实压紧出租屋、
公寓、企业、农贸市场、商业写字
楼、密闭经营场所等主体责任，
加强对市外来（返）朗人员报备
的落实情况；加大宣传力度，形
成铺天盖地、家喻户晓的宣传氛
围；坚决落实防输入各项工作，
确保疫情风险“早发现、早应对、
早处置”。

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开展工作

部署“固垒织网”专项行动

固垒织网

■大朗推进“固垒织网”严把疫情防控关口 大朗供图

■志愿者向商家宣传疫情防控工作重点 大朗供图

■工作人员向各类场所发放《疫情防控承诺书》 大朗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