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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机关党员干部认真学习疫情
防控知识，利用日常建立的各级党组织
微信群、钉钉群、学习强国学习组等途
径，每天按照党组织层级，实时分级传

达和学习最新疫情信息、防控知识，日
均覆盖党员干部群众 3 万余人。围绕
群众关注的疫情防治热点，采用入户走
访宣传、重点区域驻点宣传、电话微信

点对点宣传等方式，广泛开展科普工
作，引导群众坚决做到不聚集、不聚餐、
不聚会、不拜年、不信谣、不传谣，戴口
罩、讲卫生、自隔离。截至1月30日，累

计发放宣传单约6万张，劝导不戴口罩
出行群众 1000 余人，解答群众问题
5000余人次，有效帮助社区居民提升防
疫意识，稳定了情绪、凝聚了人心。

充分发挥社区“大党委”作用
让党旗在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通讯员 李寅超记者 许荆楠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连日来，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这场特殊战役中，区委组织部发挥社区“大党

委”载体作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按照“1+1+1+X”的模式，由34位区领导领衔，组织68家区级机关、221个企事业单位、8000

余名在职党员干部，构建完善的社区“大党委”，并以此为单位，紧盯基层防疫需要，科学安排，分批进社区协助开展重点人群排查、

重要场所检测、交通要道值守等志愿服务活动，筑牢防疫“长城”。

据统计，截至1月31日，全区累计发动党员11.37万余人次、网格员6.51万余人次、志愿者12.79万余人次、各类单位293家，

累计排查走访38.43万余户，覆盖群众69.83万余人次。

带头履职担当：广泛开展进出人员登记、入户宣传劝导、居家观察协助等工作

1月27日起，全区“大党委”联系结
对区级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主动放
弃春节长假休息时间，由区领导领衔，
发扬无私无畏精神，带头站上防控战役

第一线，在全区50个社区的162个封闭
式小区和 17 个开放式小区，广泛开展
进出人员登记、入户宣传劝导、居家观
察协助等工作。截至1月30日，各“大

党委”机关单位党员领导干部累计开展
基层防疫走访排查200余次，走访慰问
基层一线工作人员 4000 余人，召集社
区党组织书记、物业服务企业、党员志

愿者等各类代表参加“大党委”联席会
议，征集防疫意见建议 300 余条，各社
区均根据实际制定“一社一策”，为全区
打好防疫攻坚战夯实了基础。

带头防护宣传：认真学习防控知识，广泛开展科普工作

根据疫情进展，围绕居民群众需
求，科学组织，发挥优势，支持防疫工作
开展。在人员摸排上，各“大党委”结对
区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两新”党组织
根据需要，每天动态安排 1000—2000

名党员进驻社区，通过电话查访、“二维
码”登记摸排等方式，更新居民信息，累
计完善家庭住址、出行情况、身体状况、
联系方式等信息5万余户，帮助发现湖
北来富并启动居家隔离 200 余户。在

物资保障上，各“大党委”结对单位发挥
优势，利用供销社内部渠道，青企联、

“两新”党组织市场渠道，千方百计为社
区采买口罩、防护衣、消毒水、额温枪等
共计20余万元的防疫设备。在留观管

控上，针对 300 余户居家观察家庭，分
社区组建 40 余个支援保障微信群，由
社区党组织梳理留观家庭生活物资需
要，由“大党委”党员志愿者代为采买、
配送到户，赢得居民群众一致好评。

带头支持防疫：在人员摸排、物资保障、留观管控方面担当作为

本报讯（通讯员 吴妙惠 记者 胡筱
璐 王小奇）由于 1 月 29 日晚值夜住在
社区，1月30日上午7点30分，银湖街
道如意社区党委书记陈水英就开始工
作了——召集工作人员召开社区疫情
防控部署会议，带领他们做好排摸工

作，走访山庄，询问居民身体状况，并提
醒在外散步的老人戴上口罩等。

直到11点30分，她才结束上午工
作。回到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吃了包
方便面，又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中。

今年 41 岁的陈水英，是一位待产

的二胎妈妈，3月中旬就将生产。但在
疫情面前，她毫无畏惧，挺着大肚子，冲
在一线，有时候还会睡在社区。

她经常和同事说，已经习惯了每天
的忙碌，走访社区老人，慰问困难群众，
这就是日常工作，“现在是组织最需要

我的时候，我哪能休息呢”。
“群众有呼声，作为党员干部，就必

须冲在前面，保护他们。我们都害怕
了，那辖区住户怎么办？”她说，“每一个
基层党组织就是一个战斗堡垒，我们要
让鲜红的党旗在社区里高高飘扬。”

银湖街道如意社区党委书记陈水英：

党员干部必须冲在前面

本报讯（记者 王利婷）面对形势严
峻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富
阳区金融系统第一时间作出响应，认真
落实区委区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中的金融服务和保障工
作。

增加授信，支持疫情防控
物资生产企业

人民银行富阳支行加强窗口指导，
及时排查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名单，对接
信贷需求，提升融资效率。大年三十，在
杭州振森钢构集团有限公司接到用于武
汉火神山医院病房搭建的45000平方米
复合板紧急订单后，富阳农商银行为企
业现场授信 500 万元，并给予利率优
惠。此外，富阳农商银行还安排专项信
贷资金2亿元，为3家相关重点企业新增
授信1700万元。

1 月 27 日，工商银行富阳支行为浙
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办理进口付
汇 17.05 万美元，用于采购 N95 口罩材
料，为企业加工医用口罩提供便利。

疫情发生后，人民银行富阳支行启动
应急处置机制，指导辖区外汇指定银
行认真落实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六大便
利政策，简化有关业务流程，提高办理
效率。

全力保障国库资金拨付，
调整小额支付系统限额

1月23日，中信银行杭州富阳支行、
交通银行杭州富阳支行通过财政专户预
拨资金1000万元，满足防疫临时性资金
需求。

疫情防控期间，人民银行富阳支行
安排国库人员随时待命，确保财政大额
资金在半小时内拨付到位。同时，指导
区财政局、区卫健局开户银行，确保汇
路畅通，实时到账。为满足广大市民的
金融业务需求，富阳区金融系统紧急落
实上级要求，将小额支付系统转账 5 万
元的限额调整至 5 亿元。同时，全区金
融机构保留了一定数量的网点正常营
业，确保“现金不断供、服务有响应”。

为5000余名医护人员提
供每人最高50万元保障额度

富阳保险业积极响应浙江银保监局
富阳监管组关于协同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号召，充分发挥作
为社会保障基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1 月 31 日，中国人寿富阳支公司
通过区卫健局向全区奋战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医护人员赠送“守护天使医
护人员特定保险”，为全区 5000 余名
医护人员提供每人最高 50 万元的保
障额度，风险保障总额度超过 25 亿
元。

在了解到区一院手术室护士蒋建军
和富阳中医骨伤医院ICU护士长李梦英
驰援武汉的消息后，国寿财险富阳区支
公司第一时间为这两名白衣勇士及其家
属提供百万“安心疗”产品，每人医疗保
障高达 200 万元，累计医疗保险金额为
2000万元。

太平洋人寿富阳支公司共送出2278
份“视频医生”月卡，让客户足不出户就
可以向专业医生问诊咨询。

加强疫情联防联控，做好
金融保障工作

富阳区金融系统响应政府号召，派
员参与地方政府组织的人员排查、村
（社）驻防、集中隔离等联防联控工作，并
为疫情防控工作捐款捐物。同时，在金
融系统内建立疫情防控工作联动机制，
实施每日报告制度，严格落实重点人员
隔离留观等要求，强化营业网点、自助机
具、现金等消毒工作。

接下来，全区金融系统将继续做好
疫情防控金融服务工作，建立信贷工作
绿色通道，加大对与疫情相关的物资和
医疗用品生产企业的支持，降低贷款利
率。强化现金、支付服务保障，为政府机
构、防疫相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提供紧
急取现、资金转账等应急服务，确保疫情
防控相关业务随到随办。畅通外汇政策
绿色通道，着力做好辖区企业医用物资
进口有关的外汇业务，保障企业进口医
用物资付汇需求。建立监测帮扶工作机
制，加大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监测，加大对
困难企业、重点企业的帮扶力度。

富阳区金融系统：

扎实做好金融服务保障工作
全力支持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致广大金融消费者：
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

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浙江银保监局富阳监
管组联合辖内各银行业、保险业机构，
发出如下倡议:

一、充分运用线上服务渠道，减少
网点现场办理。银行机构手机银行、网
上银行、微信银行等线上金融服务渠
道，既能满足个人客户生活缴费、转账
汇款等日常性金融服务需求，又能为企

业客户提供转账汇款、代发代扣等经营
性金融服务。保险公司有App、微信公
众号等线上服务渠道，也可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联系保险业务员，实现线上
办理保险业务。请尽量减少到银行、保
险营业网点办理业务。

二、优先使用自助服务设施，提前
预约复杂业务。客户如需到网点办理
业务，请优先使用营业网点的ATM机、
超级柜员机、外币兑换机等自助设备，
尽量减少与银行工作人员及其他客户
的接触。如有开立银行账户、大额理

赔、大额存取款等复杂业务需要办理
的，请通过电话、App等渠道预约，提前
获取网点相关信息，尽量减少在营业网
点停留时间。

三、提高识别能力，谨防网络金融
诈骗。近期，一些地方发现有不法分子
打着疫情捐助旗号，发布虚假银行网站
链接、虚假保险产品赔付等信息，实施
电信网络诈骗。请广大金融消费者在
办理业务、爱心捐助时认准官方平台，
谨防网络金融诈骗。如发现网络金融
诈骗，请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共同打

击网络金融诈骗违法行为。
四、积极配合营业网点，共同做好

防疫工作。各银行、保险机构每天会对
营业场所与相关设施进行消毒，对来访
客户进行测温登记，请积极配合营业网
点的防疫工作，自觉戴好口罩并配合测
温。

衷心感谢广大金融消费者的理解
与支持！让我们众志成城，携手打赢疫
情阻击战！！

浙江银保监局富阳监管组
2020年2月3日

富阳区银行业保险业群防群控疫情倡议书

■全区文化娱乐场所全部暂停营业
为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富阳 27
家旅行社已暂停经营境内外团队旅游及

“机票+酒店”产品；富阳7家A级景区和1
家收费景区全部暂停接待游客，7家星级酒
店也已暂停营业；区文广旅体局下属公共
文化场所（区图书馆、区博物馆、抗日战争
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城市书房等），辖区
所有网吧、电影院、卡拉OK、KTV、歌舞厅
等娱乐性场所，以及健身房、跆拳道馆等体
育场所全部关停。何时开展正常业务将根
据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记者 骆晓飞）

■富阳所有养老机构实施封闭式管理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

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自 1 月 26 日
起，全区28家养老机构，除去6家春节期间
已经关停的，其他养老机构1000余名老人
均实行封闭式管理。

（记者张柳静 通讯员 胡卫东）

■所有开复工项目，必须通过严格检查并
签订承诺书

昨日，富阳再次部署疫情防控期间建
设项目复工等相关工作。根据目前疫情防
控需要，各建设项目必须落实分次分批复
工措施，先复工由本区（市）人员施工的项
目。同时，暂不得使用湖北或其他有本地
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务工人员，劝导湖北
或其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务工人
员按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求延缓返富，
并承诺保留工作岗位。所有开复工项目，
必须通过严格检查并签订承诺书。根据有
关规定，富阳建设项目复工时间不早于 2
月9日。 （记者李宇雯 通讯员 潘军强）

■富阳全力保障蔬菜供应
针对前期气温低、雨水多等实际情

况，区农业农村局成立了两个蔬菜生产技
术服务指导组，通过电话、微信、视频、上
门服务等方式，科学指导蔬菜企业和大户
开展蔬菜育苗温湿度调控、病虫害防治等
工作，帮助蔬菜基地生产销售，保障市场
供给。目前，“绿禾源”“益荣”两家蔬菜基
地已开展小区配送、微信订单等销售模
式，“仙源”“小象”“沃通”等专门配送杭州
市区的蔬菜基地，也已着手启动富阳蔬菜
套餐配送，将蔬菜套餐直送到小区安保
点，减少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既解决了
蔬菜企业和大户销售难，又解决了居民出
行问题。

（记者朱啸尘 通讯员 章钢明）

简讯

区内各出租户（房东）、房屋中介机构：
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坚决遏制疫情的扩散蔓延，
保证富阳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身体健
康，根据我区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现将出租
房管理的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出租户（房东）、房屋中介机构是出
租房屋疫情防控的第一责任人，已经出租
的要将承租人基本情况上报所在村（社
区）。报备内容：姓名，身份证号，户籍所在
地，租房地址，电话号码，健康状况，14天内
是否去过湖北、温州、台州以及其他有本地
病例持续传播的地区。

二、所有出租户（房东）、房屋中介机构
暂缓出租业务，即日起至疫情稳定前不得
擅自将房屋出租给个人，确有租房需求的
由承租人所在单位统一租赁，并严格报区
防控办和公安备案。

三、出租户（房东）必须做好外地未返
回富阳承租人的劝阻工作，确保逐人通知
到位，明确告知承租人近期不要返回富阳，
待疫情稳定后再返回。对确因工作需要必
须返回的，应告知其返回后需要接受集中
隔离点医学观察14天的防控隔离措施,并
由出租户（房东）、房屋中介机构负责协助
社区落实防控隔离措施。

四、各出租户（房东）、房屋中介机构要
积极配合乡镇（街道）及所属村（社区）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对承租人防疫知识的
宣传和教育，劝说承租人减少外出、拒绝聚
会、外出佩戴口罩，发现承租人有发热、咳
嗽等疑似症状，应当立即向区防控办报告
（电话：63343187）。

五、出租户（房东）发现承租人系14天
内去过湖北、温州、台州以及其他有本地病
例持续传播地区的人员，应当主动向所属
乡镇（街道）及村（社区）报告。

六、出租户（房东）、房屋中介机构要积
极做好防疫工作，配好体温计，做好承租人
的体温测量，保持出租房屋的整洁和通风，
落实出租房屋的日常消毒工作。

七、未按要求落实防控措施，导致发生
防疫后果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
法律法规，依法追究出租户（房东）、房屋中
介机构负责人相应法律责任。

杭州市富阳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工作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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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出租户（房东）
房屋中介机构注意啦
这份通知请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