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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4万步
他说
“基层干部就要服务好群众”
层楼一口气就爬了上去，边喘气边
叮嘱住户做好防护。
连日来，深入社区、监督巡查、
核酸检测、环境消杀……张军和很
多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一样，已多日
未好好休息。他说，自从进入基层工
作，
就做好了“踏破铁鞋”
的准备。
11月8日，锦江区部分区域进行
免费全员核酸检测，张军连续忙了
十几个小时后，直到9日凌晨3点才
回到办公室。张军的办公抽屉里一
直放着一个医疗颈托，
“我的颈椎不
是很好，所以一直备着。”而这也成
了他短暂休息时的放松神器。
在基层工作3年有余，张军认
为，
“基层干部就要服务好群众，
还要
有耐心，
我在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
也会很焦虑，
这时就需要一遍一遍地
跟群众解释，
他们提出合理的要求我
们要满足，
要让群众感受到我们是真
心实意想去解决问题的。
”

从到基层工作开始，张军就做好
了“踏破铁鞋”的准备。
11月11日，44岁的张军行走在
锦华路一段。他的步子很快，戴着红
袖章，眼观四方，不时用手机回复着
工作消息，碰到谁没戴口罩，就上前
善意地提醒。
张军是锦江区东湖街道办事处社
区治理办主任。11月2日，自疫情发
生那刻起，他的脚步便没再停下……
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党员，
干着一些平凡的工作，
“ 基层干部就
要服务好群众，平凡的人做好平凡
事，那每个人都会是英雄。”

紧急一夜
守住商业广场40余个出入口
张军是2017年3月来到锦江区
东湖街道办事处工作的，之前的生
活则一直与部队有关。
大学专业是临床医学，
又在部队
机关工作多年，
还曾参与多次重大抢
险救灾行动。这些经历，让张军在遇
事时总能迅速反应、
镇定果决。
在抗疫一线，他也是如此。

张军带领巡查社区防疫情况

11月2日晚上11点，一通紧急电
话打来：
“张军，
一名新冠确诊患者的
生活轨迹有锦华万达广场，
你马上通
知科室所有人员前往锦华万达广场
夫妻都在一线
封锁出口。
”
来电的是街道办书记。
刻不容缓，他一边安排人通知
“做好平凡事，
每个人都是英雄”
网格员，一边赶往锦华万达广场5
号门。30余名网格员也在20分钟内
这次抗疫，张军的妻子也在一
赶到。
线奋战。妻子是一所医院的急诊科
张军有医学知识，在部队就从
医生，去年疫情暴发之初曾写下请
事过相关防疫工作。他清楚，只要能
战书，希望前往武汉抗疫，但因为家
快速控制相关区域的人员流动，做
中两个孩子尚小最终没有获批。夫
好清洁和隔离工作，就能有力减少
妻二人都觉得有些遗憾。
传播。但做好区域封控并非易事。锦
而这次，夫妻俩都站在了一线。
华万达广场有40余个出口，除了商
11月2日晚，就在张军前往锦华万达
业区域还有多栋住宅楼，如何“封”
广场执行任务时，妻子也在为来医
住口“守”
住人，成了一大挑战。
院做核酸检测的市民们忙碌着。这
“30多名网格员，再加上30多名
些天来，
两人都成了“不着家”
的人。
城管员，每个出口都必须有人守！”
“这也挺好，都在各自的岗位上
张军在锦华万达广场巡查商场出入通道
这还不够，大量的购物推车从
做好自己的事嘛。”张军说，等疫情
东湖街道办有两个办公区，
距离
商场超市调集而来。
“堵在出入口！” 达广场上上下下巡查了四五圈，通
过去，
生活很快就能回归正常。
宵未眠。
大约需要步行十几分钟。
张军每天要
张军还是不放心。虽然出入口
11日晚，张军是全办公室最后
“堵”住了，但还有地下停车场出入
在两个办公区域来来回回开好几次
离开的人。夜幕降临，整个城市霓虹
最多日行4万步
会议。
此外，
还要深入各个院落社区、 灯闪烁，
口，以及相邻小区间的通道。
“ 一定
忙碌又祥和……
沿街商家店铺、
楼宇院落等场所维持
要查漏补缺！”他一遍遍地提醒着所 “基层干部就要服务好群众”
他想起白天有人说他是“平凡
秩序，
做好防疫宣传。
哪家商铺、
哪些
有人，自己也不停在现场来回巡查。
的英雄”。但他觉得自己只是一名普
11月9日，张军发了一条朋友
人员需要重点关注，
他了然于心。
但突发事件还是难免。
“巡查过
通党员，干着一些平凡的工作，
“平
圈，里面的配图记录下他几天来的
11月11日，记者见到张军时，他
程中，就有好几个人想溜出去，我们
凡的人做好平凡事，那么每个人都
步数：11月2日2万多步，11月3日4
正行走在锦华路一段。这天，他要去
只能不断地进行劝诫，安抚他们的
会是英雄。”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万多步，
11月6日也是近4万步……
辖区一栋老住宅，查看一家住户，6
情绪。”那晚，张军围着整个锦华万
者 陈卿媛 摄影记者 陶珂

金牛区顶峰水岸汇景小区（一期、
二期）解封

封控14日的最后一天……

11月16日凌晨，据成都市卫
健委官方微信通报，截至11月15
日，成都市金牛区顶峰水岸汇景
小区（一期、二期）已连续14天无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根据省、市专
家评估意见和成都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专业疫情防控组批
复，11月16日解除顶峰水岸汇景
小区（一期、二期）相关封控区、管
控区圈层管理。
这是本次成都本土疫情发
生 以 来 ，第 一 个 调 整 为 中 风 险
地 区 、也 是 第 一 个 解 除 封 控 管
理的小区。
在解封背后，这14天，是白衣
披甲、再战病毒的14天；是居家不
出 、严 守 防 线 的 14 天 ；是 志 愿 奉
献、甘受苦累的14天……

解封
不解防

11月16日9时，国
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更
新数据显示，
成都市金牛区顶峰
水岸汇景小区（一期、二期）降为
低风险地区。

乘坐地铁、大巴出行建议无接触式乘车

解封，
小区居民走出

杀完成没有？”
“ 小区里的志愿者、
安保人员、小区物业人员的核酸检
查结果出来了没有？”
“最后一位密
没了紧张只有期许
接者末次暴露时间超过14天没有？
双采双检，
确保结果精准
核酸检测完成没有？”
四川省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
11月15日7时30分，又一组“大
席专家祝小平，成都市疾控中心传
白”敲响了顶峰水岸汇景小区居民
染病防治科主任医师韩德琳、消毒
的 家 门 。和 前 几 次 的 些 许 紧 张 相
比，这一次核酸检测采样，更多的
与媒介生物控制科科长邓良利、环
带着期许。
境与学校卫生科副科长高绪芳4位
专家，接连向营门口街道办发问，
这是自11月2日，顶峰水岸汇景
严格对照解封条件的各项内容“打
小区（一期、二期）正式调整为中风
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解封前的
险地区、纳入封控管理后，居民们
接受的第5次核酸检测，也是解除 “大考”。
“14天内区域内无新增病例，
封闭管理前的最后一次检测。
多轮的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是封控
和前4次不同，这一次，所有居
区 域 解 封 的 必 备 条 件 。”15 日 ，在
民接受两次咽拭子核酸采样，样本
分别交由金牛区人民医院、成都大 “顶峰水岸汇景等小区封（管）控区
解封专家评审会”前，成都市卫生
学附属医院两家医院，采用不同的
“ 金牛
试剂完成检测，所有结果为阴性， 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何晓说，
区顶峰水岸小区的解封，是我们成
方能满足解封条件之一。
都市本次疫情防控趋势向好的一
最后一次“大考”：
个标志。
”

11月15日16时，营门口街道办
会议室。
“（解封前）小区的垃圾清运消

11 月 16 日 19 时 ，国 务 院
客户端小程序更新数据显示，
成都市成 华 区 华 府 沙 河 小 区、
锦江区首创娇子 1 号小区降
为低风险地区。

@成都市民：

最后一次核酸检测：

严格对照各项标准
专家评估是否满足解封条件

成都3个小区降为低风险地区

最后一天封控区工作：
配送物资、环境消杀……
他们坚守“最后一班岗”
开门做完采样，花照壁社区工

作人员李莉又坐到了电脑前，开始
新一天的工作。
既是社区工作人员，也是顶峰
水岸汇景小区的居民，李莉从11月2
日起除了配合疫情防控、严格居家
隔离外，还通过电话、网络，与同事
们“战斗”
在一线。
“从去年开始，社区的疫情防
控 工 作 就 是 我 在 主 管 。”李 莉 说 ，
封控隔离期间，排查重点人群，做
数据统计，对网格员、志愿者进行
防疫知识培训、政策解读，最忙的
一 天 ，手 机 光 是 呼 出 的 电 话 就 有
400多个。从社区接到疫情防控指
令 当 晚 ，李 莉 已 经 连 续 熬 了 两 三
个通宵。
11月15日，小区解封前期，社区
又迎来了一波工作，
“ 解封后关系
到居民要出门上学、上班，有的就
很关心，去哪里开具‘解除居家隔
离告知书’做证明。”李莉说，因为
社区不具备开具证明材料的资质，
需要做好解释和引导工作。
就在李莉家楼下，街道办、社
区、社会组织和居民、志愿者，仍在
各个小区、楼栋配送物资、环境消
杀、买药送医，
坚守着最后一班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王勤

责编 戈萍 美编 黄敏 廖敏 校对 田仲蓉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记者昨日走访中看到，
成都
市内公共交通的疫情防控工作
并未放松。
进站扫码、测温、提醒
乘客佩戴口罩等疫情防控举措
仍严格按要求执行。
上午11时许，在成都地铁
天府广场站，车站广播播放着
疫情防控提示语。据悉，成都地
铁严格按照防控要求持续做好
疫情防控，
对车站及列车内乘客
接触的设备设施、公共区域的消
杀频次从6小时/次提高至2小
时/次，每日对空调滤网、单程
票、客服用品进行消杀。采取无
接触乘车措施，在全线网373座
车站启用智慧测温、智慧过闸，

支持戴口罩刷脸无感乘车。
在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内，
疫情防控工作同样没有放松。
每
日除对车站候车厅、售票厅等封
闭环境进行消毒外，
进出站的车
辆每趟次进行1次消毒工作。市
民进站乘坐大巴需全程佩戴口
罩，主动接受体温检测，出示通
信大数据行程卡，并扫描场所
码。乘车前，乘客需按驾驶员要
求，扫码“川行通”小程序，如实
填写个人相关信息，完成登记。
此外，
车站呼吁疫情期间市民乘
客无接触式乘车，
从进站到乘车
出站全程无接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防疫回音壁

老人没智能手机如何扫场所码？
@郭先生：
请问做核酸检测
时，
只扫健康码就能保证采集的
样本和本人是完全匹配的吗？
锦江区：
由于核酸采样系统
有多种，
健康码也与身份证等绑
定，
当天采取的系统只需扫描健
康码即可采集信息，
请您放心。
@邓先生：我父母都年满80
岁了，在郫都区居住，没有智能
手机，
现在出门买菜必须要扫场
所码，
请问他们该怎么办？
郫都区：
您可以帮父母申请
一个家庭健康码，
若出行有需要

可打印出来携带，
进场所凭有效
身份证件进行登记即可。
@韩女士：我是武侯区万
科金色海蓉的业主，
现打算装修
房屋，
请问装修工人进入小区需
履行哪些手续？
武侯区：
经火车南站街道办
调查核实，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物业要求装修工人提供健康码，
并出具装修工人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的报告，
且每次进入小区
前扫场所码后方可进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

面对通讯运营行业
发展新要求
监督如何跟进？

“阳光回应·为幸福发声”聚焦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成都智慧城市建设和目标实现，
通
信运营企业如何提供技术助力？
手机电
话频繁外呼遭遇
“误封号”，
如何构建起
更为合理的申诉备案机制？
面对通讯运
营行业发展新要求，怎么做好全程监
督、精准监督，扎实推进企业党风廉政
建设？11 月 16 日，
“阳光回应·为幸福发
声”
融媒体直播专栏聚焦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成都移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郑
旭东，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罗小勇，带
队客户体验管理部、市场经营部、网络
运维中心 、集团客户部等负责人 ，以
“转作风优服务，惠民生办实事”为主
题，现场阳光回应，切实做到“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汇集监督力量
达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全面监督效果

“新的发展格局下，
对通讯运营行业
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监督执行过程
中，
要建立相应的监督体系。”
成都移动
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郑旭东表示，
在监督
体系建设中，
首先要汇聚党委全面监督、
纪委专责监督、
主责部门职能监督，
以及
基层党组织日常监督，
整合监督力量，
统
一安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
达到横向
到边、
纵向到底的全面监督效果。
同时，推进建设精准监督清单机
制，通过目标、任务、责任、行动、问题、
考核等六个方面的清单，做到对监督
全程跟进，跟进决策监督、资金监督、
项目监督、业务监督等各方面的精准
监督。
“ 例如，我们在对客户投诉录音
溯源分析中了解到，很多市民反映宽
带 速 度 不 够 ，后 来 发 现 是 家 里 的
Wi-Fi 信号不好，于是成都移动针对
性推出了全屋 Wi-Fi 产品，取得很好
的提速效果。”

成都 5G 网络基本覆盖
已实现 800 个智慧小区建设

2020 年底，成都市人民政府印发
《成 都 市 智 慧 城 市 建 设 行 动 方 案
（2020-2022）》，提出 2022 年要进入全
国智慧城市第一方阵。那么，成都通信
运营企业如何提供技术助力？成都移
动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罗小勇表示，目
前成都移动通过 5G+人工智能、云、大
数据等新技术，在助力成都智慧城市
建设方面已经有了丰富和具体的应
用。例如，在 5G 应用方面，联合华西医
院开展 5G 远程医疗项目，联合交通企
业搭建 5G 路网协同智慧交通应用等；
在智慧政务方面，成都移动依托西部
云中心，为政府和企业“云化”
“ 数字
化”提供多方面支撑；在基础网络建设
方面，已实现移动 5G 网络从城区到乡
镇的基本覆盖，而且光纤、宽带、千兆
网络等有线网络也百分之百覆盖至千
家万户；在智慧小区建设方面，成都移
动在 21 个区（市）县已实现 800 个智慧
小区建设，今年还将投资 7000 万元用
于更多智慧小区的建设。

建成 5G 基站超万个
4G 仍是主营网络

目前正处于 5G 网络加速建设阶
段，成都 5G 网络覆盖情况怎样？成都移
动网络运维中心副总经理常烜语表示，
今年以来，成都移动共建设 5G 网络基
站超万个，实现了主城区连续覆盖、重
要场景全覆盖、郊县城区连片覆盖。下
一步，成都移动计划建设 5G 基站 3 万
个，实现乡镇以上连续覆盖，以及重点
乡村等热点区域有效覆盖。
有市民提出疑问：
“5G 网络覆盖
后，
4G 信号会变差吗？”
常烜语表示，这个问题不会存在。
目前 4G 网络还是广大市民的主营网
络。在 5G 建设同时，成都移动也会不断
完善 4G 网络的运营。同时，5G 网络覆
盖规模与 4G 网络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目前 4G 网络在广覆盖和深度覆盖上做
得比较健全成熟。
直播现场有市民表示，
由于紧急事
件需要大量通话，
但手机频繁外呼遭遇
“误封号”，由于没有更好的申诉渠道，
给后续工作开展带来很大麻烦。
成都移动市场经营部副总经理刘
成龙表示，针对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服
务，成都移动提供了多种通道和措施。
其中，针对重点区域，可以提供免停服
务。对于市民遇见电话“关停”情况后，
成都移动将立即发送短信提醒，
市民在
收到短信后可以立即在线上进行“复
机”
申请。
“针对大家关心的携号转网问题，
成都移动有没有设置门槛？”节目监督
员卞为追问。
刘成龙回应，
“携号转网业务是
工信部定 义的服务举措 ，没有门槛 。
对所有客户也都提供便捷套餐互转
服务，客 户 在 营业厅、掌上营业厅或
是在线服务，能够便捷实现定制所需
要的套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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