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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盈浦街道办事处文件

青盈街办〔2020〕2 号

关于印发《盈浦街道企业（工地）复工复产

及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居村，企事业单位，机关各办、部门：

现将《盈浦街道企业（工地）复工复产及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盈浦街道办事处

2020 年 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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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2月 2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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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企业（工地）复工复产

及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区委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精神，结合街道辖区商贸体、企

业和工地等实际情况，统筹加强防疫和复工管理，确保经济社会

安全和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为统领，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

不误、两促进，牢牢把握“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两大关键环节，

针对辖区商贸体、楼宇、建筑工地、市场、企业、商铺等特点，

进一步完善属地防控、主体防控、行业防控和社会防控体系，进

一步强化复工备案、巡查整改、执法管控、就业保障和社会稳定

责任工作机制，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

利。

二、防控机制

建立盈浦街道企业（工地）复工复产及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组 长：李宾徐（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章国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朱春健（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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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波（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部长）

陆广军（办事处副主任）

组 员：党政办、党建办、党群办、服务办、综发办、管理

办、自治办、财政办、平安办、信访办、生态办、人口办、网格

化中心、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发展

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城管中队、

市场监管所、房管所、司法所、派出所及有关属地村居委负责人

员等组成。

工作组下设八个行动分队：

（一）工地复工及监管分队。牵头领导：朱春健；分队长：

唐千根；副队长：顾建国、朱晓弟、蔡明明。主要负责建筑工地

复工审核、备案及防疫监管工作，分队设置南横和城区两个行动

小组，负责日常检查、登记和人员信息核对工作。

（二）生产企业复工及监管分队。牵头领导：陆广军；分队

长：陶芹；副队长：杨少卿。主要负责街道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审

核、备案及防疫监管工作。

（三）沿街商铺复工及监管分队。牵头领导：陆广军；一分

队队长：叶晨；副队长：谭华，负责餐饮、食品、药店复工审核、

备案及防疫监管工作。二分队队长王赟；副队长：朱国强，负责

其他沿街商铺复工审核、备案及防疫监管工作。

（四）服务业企业（商贸体、商务楼）复工及监管分队。牵

头领导：陆广军；分队长：杜春云；副队长：宋召洁、谭华。主

要负责服务业企业（市场、超市、楼宇、商贸体）复工审核、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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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及防疫监管工作。

（五）综合执法分队。牵头领导：朱春健；分队长：戚任玉；

副队长：朱国强、谭华、丁俊华。主要负责实体企业、商贸体、

沿街商铺、市场、建筑工地等防疫执法工作。

（六）联合督查分队。牵头领导：朱春健、徐波、浦浩良（建

管委）、张建峰（新城公司）；分队长：唐千根、杜春云、陶芹、

王赟、顾长鹰、姜海强（建管所）、陈晓燕、程建、谢敏敏（新

城公司）。主要负责对商贸体、楼宇、市场、服务业企业、建筑

工地复工和防疫督查、整改、管控工作。

（七）促进就业分队。牵头领导：徐波；分队长：吴锦新；

副队长：张峰。主要负责社会面就业和复工复产企业就业供需矛

盾的协调、招录、统计、监管以及劳动纠纷调处等工作。

（八）社会稳定分队。牵头领导：章国新；分队长：戚仁玉、

屈爱民、董俊华、邱漪琼。主要负责社会稳控工作，确保复工单

位及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矛盾化解、信访维稳和平安建设。

三、重点措施

（一）整体纳入”1+8”防疫体系。在街道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的统一指挥下，把企业（工地）复工复产及疫情防控工作

纳入到社会面防控、观察点保障、道口检疫、综合协调、舆论宣

传、综合整治、综合保障、预防救治 8 个专项工作中，与社区防

控无缝衔接、区块链接，切实做到联防联控、资源整合、统筹推

进，整体联动。

（二）强化落实“三个百分之一百”。一是 100%成立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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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小组，辖区 2310 多家沿街商铺、10 大综合商贸体、53 家生

产企业及 26 个建筑工地全部成立符合要求的“疫情防控小组”，

建立一整套内部防控运行机制。二是 100%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申请复工复产的企业（工地）应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切实强

化实战、实时、实效管控，确保不发生疫情。三是 100%落实属

地报备，严格按照防疫及复工复产审核必备条件、操作办法和流

程办理相关手续，服从属地村居及管理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统一调度、统一监管。

（三）加强主体责任和条件管理。夯实申请复工复产企业、

工地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持续加强防疫政策宣传引导，加强防疫

知识和技能培训、演练，切实增强全员防范意识和行动自觉；以

切断传染源、传播途径、落实封闭管理为重点，全面落实单岗值

守、测温消毒、人员核对、扫码登记、健康管理、持证上岗等各

项防疫措施，督促做到防疫有规范、落实有检查、追溯有记录，

拧紧企业（工地）复工复产的责任链条。

（四）做实做细日常巡查执法监督。加强每日巡查，坚持做

到一日多查、一岗双查，及时督促整改巡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

实行发热人员“零报告”制度；加强动态管理，进一步夯实城管

队伍、网格力量、整治先锋实时监管、回头复查、联合督查工作

机制，切实加强条块互动、部门联动，遇到重大问题及时上报处

置；加强综合执法，严格按照问题清单依法依规采取警告、处罚

直至停业等措施，确保恢复生产和疫情防控“两不误”。

（五）统筹做好防疫和促就业保安全保稳定工作。加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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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结合复工复产实际，利用移动终端及时做好防疫期间“三

类”人员的统计工作，积极稳妥地实施招录意愿、招录需求、招

录面试等活动；加强安全检查，结合“三大整治”和联合督查，

进一步加大对商贸体、生产企业、建筑工地等人员密集区安全生

产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改，进一步加大指导宣教力度，维护复工

复产秩序，切实做到防疫不延误、复工不延迟、事故不发生。

（六）实施重点区域领导督导联系制度。进一步健全各项督

导制度，完善街道班子领导划片包干、定点联系责任制，强化重

点走访、复工检查、后续监管及问题协调，进一步形成抓防疫、

抓复工、抓安全、抓稳定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健全各项通报制度，

加快落实各类复工企业审核要求，加快完善巡查、执法、督查安

排，及时开展数据统计、上报和反馈，全覆盖、全方位、全要素

掌握疫情防控及恢复生产情况。

四、复工审核

（一）复工复产申请

严格按照企业（工地）复工复产要求和相关工作提示，向街

道相关部门提出复工申请，制定复工及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提供

相关说明材料（含企业人员信息表）、应对疫情预案措施以及确

保不出现疫情的承诺等。

（二）审核备案流程

街道相关部门收到复工申请后，严格执行审方案、审现场、

审人员等工作流程，建立“一企一档”、“一地一档”、“一店

一档”，经初审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报街道主要领导审核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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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盖公章，同时报区级相关部门备案审核。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信息排查，把好人员进出关。坚持摸清总量、核

清存量、理清增量，按照人员登记核查相关要求，实时进行动态

核实，实时进行信息更新，做到底子清、情况明、数据准，确保

不漏一户、不错一人；加强督促人员健康管理，第一时间掌握人

员健康状况，第一时间对返青人员落实隔离观察或严格健康管理

等措施，第一时间落实发热人员应急隔离和定点就诊并上报。

（二）加强督促指导，把好问题整改关。实行联合督查挂牌

上岗，通过“告、听、看、查、问、促、报”等方式，严格督查

复工企业（工地）防疫措施落实情况，包括人员管控、日常防控、

消毒工作、办公场所管理、食堂用餐管理、宿舍管理等情况。加

强督查反馈、复核、整改，筑牢联防联控防疫阵地。

（三）加强备案审核，把好复工复产关。按照严格审核、精

简审批、分类实施的要求，加快对申请复工复产企业、工地的防

疫措施落实情况的评估验收，对符合防疫要求的复工企业（工地）

做到全部备案复工；对不符合防疫要求的，坚决不予备案复工。

（四）加强实时监管，把好安全稳定关。在抓紧落实各项防

疫措施的同时，进一步加大稳就业保安全保稳定的工作力度，同

步开展各项安全生产检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积极协同区级相

关部门开展行业督查，发现问题立即查处、立即整改，确保以防

促稳、以安保防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五）加强上下对接，把好服务企业关。加强防疫指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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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接复工复产企业（工地），尽可能帮助企业（工地）解决复

工复产及疫情防控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加强与区级部门沟通

协调，落实好复工复产相关政策措施，建立工作平台，相互通报

情况，及时会商解决问题。

附件：1.盈浦街道建筑工地复工复产防疫措施审核温馨提

示、盈浦街道建筑工地复工复产及防疫监管分队日

常巡查安排表、盈浦街道建筑工地复工复产防疫督

查情况反馈表、盈浦街道建筑工地新进人员信息实

时更新汇总表

2.盈浦街道生产企业复工复产防疫措施审核温馨提

示、盈浦街道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及防疫监管分队日

常巡查安排表、盈浦街道生产企业复工复产防疫督

查情况反馈表、盈浦街道生产企业疫情防控管理工

作督查现场整改情况表、盈浦街道班子领导联系生

产企业防疫及复工复产安排表

3.盈浦街道沿街商铺复工复产防疫措施审核温馨提

示、盈浦街道沿街商铺复工复产防疫监管分队日常

巡查安排表、盈浦街道沿街商铺复工复产防疫督查

情况反馈表、盈浦街道沿街商铺复工复产情况汇总

表

4.盈浦街道商贸体复工复产防疫措施审核温馨提示、

盈浦街道商贸体复工复产及防疫监管分队日常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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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安排表、盈浦街道商贸体复工复产防疫督查情况

反馈表、盈浦街道商贸体复工复产情况汇总表、盈

浦街道班子领导疫情期间走访商贸体安排表

5.盈浦街道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企业用

工方案、盈浦街道保障企业用工工作推进情况信息

表

6.盈浦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社会稳定工作协调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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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盈浦街道建筑工地复工复产防疫措施审核

温馨提示

一、建立防疫组织体系

1、各参建单位落实责任主体责任，成立“疫情防控小组”，

明确职责，制定防控方案，实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

2、建设工地（包括生活区、办公区）设置“防疫办公室”，

人员要到位，相关防疫组织体系、防疫制度上墙公布。指定专人

每日汇总员工健康状况，向属地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发现

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3、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建设工地（包

括生活区、办公区、施工区）设置临时医学观察隔离点。

二、落实人员现场管控

1、建设工地（包括生活区、办公区）应严格实施全封闭管

理，只开放一个人员进出口，施工现场和生活区 24 小时单独设

岗，并在出入口设置测温点，一人测温、一人复核，并做好登记。

考勤不得使用指纹考勤机。

2、建设工地现场设置一个材料出入口，24 小时单独设岗，

做好进出人员测温及信息登记。

3、所有参建人员（非重点地区人员）需填写《健康状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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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登记表》，向属地村居委报备，按要求签署《重点关注地区来

青返青人员实施严格社区管理健康管理告知书》、《重点关注地

区来青返青人员实施严格社区管理健康管理承诺书》、《其他地

区来青返青人员实施严格社区管理健康管理告知书》、《其他地

区来青返青人员实施严格社区管理健康管理承诺书》、《未离青

人员承诺书》，统一制作发放出入证、挂牌上岗。

4、生活区要采取物理隔离措施、设置健康观察区域，疫情

期间原则上按照“一人一间”配备，宿舍门口设置门牌号和测温、

消毒记录。要根据健康观察区容纳人数预先进行统计安排，待观

察期满 14 天后，再陆续安排后续人员入沪进行健康观察，分批

进场。

5、从生活区到施工现场途中，要有效落实相关防疫管控措

施。

6、在施工现场、生活区、办公区设置废弃口罩专门回收箱，

废弃口罩应套入塑料袋封闭，及时收集并清运。

7、发现发热、呼吸道等可疑症状人员时，要立即安排其进

入临时医学观察隔离点，及时报告疾控部门，同时抄报属地政府

和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专人向街道管理部门、属地村居进行每

天发热人员零报告制度。

8、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及时做好垃圾收集清运工作。加强

环境卫生管理，做好地面清扫、污水处理、下水道疏通等工作。

三、配备疫情防控物资

设置专门的防疫物资仓库（酒精需按规范单独存储），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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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药物和防疫物资（不少于一周量），并对领用物资做好记

录，及时补充防疫物资。

四、加强环境消毒制度

依照《关于下发九个重点场所预防性消毒技术要点的通知》

（沪疾控传防〔2020〕32 号）技术要求，对施工现场、办公生

活区域（工地食堂、宿舍以及厕所等场所）及其他人员活动场所

开展预防性消毒，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五、规范食堂用餐制度

1、工地食堂需办理单位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工作人员需

办理人员身体健康证，做到持证上岗。

2、疫情期间使用餐盒、分散用餐。要加强循环使用餐具清

洁消毒，不具备消毒条件的要使用一次性餐具。

3、健康观察区派专人送餐；非健康观察区人员要错锋就餐、

派专人管控，不得聚集就餐，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米以上。

六、 控制人员聚集活动

引导员工在使用通道、电梯、楼梯、吸烟点、厕所、洗漱等

公共区域时有序排队，保持适当间距，吸烟时不与他人交谈。同

时在这些区域设置“人员不聚集”的宣传告示。

七、 防控宣传教育交底

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复工工地疫情防治知识科普宣传，使员工

充分了解防治知识、掌握防护要点、增强防护意识、支持配合防

控工作，疫情教育交底应覆盖到每一个进场人员。

八、建立台账归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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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每日消毒、测温和防疫物资使用

等要做好台账记录、并及时归档。



—15—

盈浦街道建筑工地复工复产及防疫监管分队日常巡查安排表

检查组 检查区域
日常检查组长 淀山湖新城项目负责人

成员
姓名 联系电话 姓名 联系电话

南横组 南横区域 顾建国 13127719740

陈晓燕 13585985818

南横村、人口办、新城公司、特保程 建 17317317780

谢敏敏 15000708896

城区组 其他区域 蔡明明 13916062963

陈晓燕 13585985818

管理办、人口办、新城公司、特保程 建 17317317780

谢敏敏 15000708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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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建筑工地复工复产防疫督查情况反馈表

项目名称： 年 月 日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备注

1 组织管理体系

成立符合要求的“疫情防控小组”，明确职责，建

立防控体系。疫情防控小组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担任组长，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担任副

组长。人员要到位，相关防疫组织体系、防疫制度

上墙公布。

是□；否□

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成立应急

处置领导小组，落实相关物资、做好应对处置。
是□；否□

2 人员管控措施

对所有进场人员进行实名登记 是□；否□

按规定报所在地街镇居、村委会进行属地化备案 是□；否□

按规定要求对新进人员进行防控培训、教育，隔离

和健康观察
是□；否□

对健康观察期的人员每日 2 次体温测量，并汇总报

告，记录人员活动轨迹
是□；否□

发热人员进行每天零报告制度，报所在地街镇居、

村委会
是□；否□

处于健康观察期的人员不得相互串门、私自外出 是□；否□

生活区、施工区、办公区进出场人员体温测量、做

好记录，一人检测、一人复核
是□；否□

进工地务工人员持信息卡上班，无证不得进入 是□；否□

对进出工地车辆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并进行信息登

记
是□；否□

上下班按规定派专人有序组织进出场，人与人之间

保持一米以上
是□；否□

进出场人员口罩佩戴率 100% 是□；否□

3 现场管控情况

施工现场、生活区封闭管理，只设置一个人员出入

口、单独设岗、24 小时管控。设置一个材料出入

口、单独设岗、24 小时管控。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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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现场和生活区显著位置张贴卫生防疫宣传

广告等措施
是□；否□

加强垃圾分类管理，及时做好垃圾收集清运工作。

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做好地面清扫、污水处理、下

水道疏通等工作。

是□；否□

3 现场管控情况

施工现场、生活区、办公区需设置废弃口罩专用垃

圾桶，废弃口罩应套入塑料袋封闭。
是□；否□

浴室、卫生间、洗漱等处派专人管理控制人员数量，

不得发生聚集情况
是□；否□

4 食堂就餐管理

食堂需办理单位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工作人员需

办理人员身体健康证，做到持证上岗，确保食品安

全

是□；否□

健康观察区派专人送餐 是□；否□

生活区非健康观察区人员就餐派专人管控，不得聚

集就餐，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米以上，宿舍就餐
是□；否□

5 消毒情况

依照《关于下发九个重点场所预防性消毒技术要点

的通知》（沪疾控传防[2020]32 号）技术要求的

方法进行消毒，按规定对生活区、办公区、施工区

进行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和台账

是□；否□

6 防疫物资准备

体温检测仪、口罩、消毒用品、洗手液等防疫物资

种类配备齐全
是□；否□

防疫物资的储备量满足一周以上的用量，防疫物资

使用要做好台账
是□；否□

7 现场安全管理

对临边防护、临电、脚手架等安全设施进行日常排

查，并有记录
是□；否□

对塔吊、人货梯等大型机械进行维修检查、运行调

试，并有记录
是□；否□

组织作业人员进行了复工前的三级教育、安全和防

疫培训教育。
是□；否□

8 密闭空间清查
对排查出的密闭空间进行了缺氧、有毒有害气体等

测试，并进行了充分通风。
是□；否□

检查人员签字

建设单位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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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建筑工地新进人员信息实时更新汇总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总包单位 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居住地址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所在地址
火车车次/飞机

航班/汽车/自驾
进场日期 是否隔离 联系电话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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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盈浦街道生产企业复工复产防疫措施审核温馨提示

序号 项目 复工要求 备注

1 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防疫应急领导小组，明确小组负责人及组员防疫工作职责。

对企业各项防疫工作进行自查巡查。

2 加强人员管控

建立企业复工人员信息名单，要求复工员工开具居住地未离沪证

明、隔离证明等相关材料。对返沪人员做好健康信息登记，按照

不同地区健康管理要求进行分级管理。如有发热等症状，及时向

本单位健康管理人报告，并逐级报告责任人和所在街镇及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按照要求将可疑人员送至指定医疗机构就诊排查。

3 加强日常防控

实施单一入口、单一出口管理，设立临时隔离间。进行上班入厂

人员体温测量、口罩防护检查和健康询问并做好相关登记工作。

严控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出。口罩、消毒水、洗手液等防疫用品必

须拥有能使用两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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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强消毒工作

定期对厂区、设备、车辆、餐具等进行消毒，重点加强办公室、

电梯间、食堂、会议室等重点场所的消毒频次，做好记录。做好

环境卫生和病媒生物消杀，垃圾分类处置日产日清。

5
加强办公场所

管理

提倡错时错峰或居家办公，加强人流管控，严控会议、聚会等群

体活动，停用集中式空调。进入办公区域戴口罩，人员之间保持

距离。每日通风三次以上，每次半小时。

6
加强食堂用餐

管理

推行分餐制、盒饭制，避免员工集体用餐，采用分时段进餐。就

餐时一张餐桌尽量只坐一人，相隔一米以上，不要相向而坐。

7 加强宿舍管理

落实专人管理人员进出，房间加强通风和预防性消毒，避免人员

聚集。实施单位宿舍隔离或集中点健康观察的，自抵沪之日起十

四天内，每日两次进行测温和健康询问、统一配餐，严禁宿舍隔

离观察期间私自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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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及防疫监管分队日常巡查安排表

姓名 日期 检查 联系电话

陈磊、吴江 2020.2.27 每天 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8930276535

鲁经纬、翁建芳 2020.2.28 每天 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8917365750

陈磊、吴江 2020.3.2 每天 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8930276535

鲁经纬、翁建芳 2020.3.3 每天 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8917365750

陈磊、吴江 2020.3.4 每天 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8930276535

鲁经纬、翁建芳 2020.3.5 每天 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8917365750

陈磊、吴江 2020.3.6 每天 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8930276535

鲁经纬、翁建芳 2020.3.9 每天 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8917365750

陈磊、吴江 2020.3.10 每天 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8930276535

鲁经纬、翁建芳 2020.3.11 每天 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8917365750

陈磊、吴江 2020.3.12 每天 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8930276535

鲁经纬、翁建芳 2020.3.13 每天 2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891736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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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生产企业复工复产防疫督查情况反馈表

督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 地址：

负责人（联系人）： 联系方式：

基本情况

复工或开业 是 □ 否 □ 已批准申请复工 是 □ 否 □

防控应急小组 是 □ 否 □ 疫情防控方案 是 □ 否 □

防控物资筹措 是 □ 否 □ 防控物资登记发放 是 □ 否 □

员工信息登记 是 □ 否 □ 重点区域来沪人员 是 □ 否 □

重点区域消毒及

台账
是 □ 否 □ 体温测量及台账 是 □ 否 □

员工口罩佩戴 是 □ 否 □ 消毒、洗手液配备 是 □ 否 □

防控相关要求知

悉
是 □ 否 □ 宣传氛围营造 是 □ 否 □

临时隔离室 是 □ 否 □ 员工食堂分餐 是 □ 否 □

宣传氛围营造 是 □ 否 □

备注

督查人员： 被督查现场人员：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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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生产企业疫情防控管理工作

督查现场整改情况表

企业

督查

情况

发现

问题

整改

情况

联系人：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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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班子领导联系生产企业防疫及复工复产安排表

序号
街道联

络领导
联络员

实际经营地址

房东 联系电话
建筑

面积

产权性

质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企业基本信息

路/村 号
（自有

/租赁）

企业法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主要

产品

员工

人数

1

徐孝芳 许瑞强盈秀路

128

上海浦惠佳

塑料制品有

限公司

吴金林

13801850995
5300 自有

上海浦惠佳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128 号）
吴金林 13801850995

塑料薄

膜
35

2 333
上海马龙铝

业有限公司

陆飞龙

13816333128
4490 自有

上海马龙铝业有限公司

（333 号）
陆飞龙 13916333128

铝合金

制品
90

3

李宾徐 杜春云盈秀路

199

上海青浦顺

兴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朱仁发

13301641737
3500 租赁

上海川普迈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199 号 2、4、5幢）

庞小平（负

责人）
18116358476

铝合金

制品
30

4 388
上海星滕工

贸有限公司

马根道

13003156266
3800 租赁

发弥工位器具制造（上海）

有限公司(388 号)

李玲玲（负

责人
15316735085

工具箱

制造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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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章国新 戚仁玉盈秀路

375

上海山尔自

控设备有限

公司

邹小红

13701921938
1894 自有

上海山尔自动化仪表有限

公司（375 号底楼）
邹小红 13701921938

自动直

行器
40

6

178

上海依思来

企业发展有

限公司

陆青

13916018927

2000 租赁
美艾意（上海）机械有限

公司（178 号 1 幢 A区）

李鹏宇（负

责人）
15312450789

纺织机

械组装
17

7 900 租赁

上海优璞服装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实验区双惠路99号 2幢三

层二号库 G 部位）

周静娟（负

责人）
13816214583

服装加

工
18

8 1100 租赁
晰钰五金机械（上海）有

限公司（178 号 4 幢）
高勇

59228649

13817801573

18616501589

金属加

工
9

9 295 租赁
上海赞术科技有限公司

（178 号 3 幢西侧 1、2 层）

高磊（负责

人）
15801937110

研发量

产孵化
6

10 350 租赁
上海耀金实业有限公司

（178 号 3 幢-2）
包连体 18017218185

广告图

文制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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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 怀 顾琼渊盈秀路
251_255

号

上海宝刀机

械有限公司

陈建东

13801777470
1000 租赁

上海百望餐饮配送有限公

司（251 号）
刘为银 13391309697

桶饭、客

饭
30

12
上海华是光

电有限公司

张引忠

13801796828
990 租赁

上海旦增实业有限公司

（253 号 2 幢）
张叶 13701708952

机器刺

绣
28

13

上海宏征经

贸有限公司

顾雷勇

13311860261
1200 租赁

上海华冕精密模具有限公

司（255 号 3 幢 101 室）
岳东亚 13916589352

金属制

品
20

14
顾雷勇

13311860261
1300 租赁

万耀精密模具上海有限公

司（255 号 3 幢 A室）

俞惺英（负

责人）
13585603035

金属制

品
10

15

上海敬禾汽

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王卫东

13701998515
自有

上海敬禾实业有限公司

（253 号 3 幢）
孙洪华 13482216777 仓库 9

16

上海剑翔五

金有限公司

谢雪元

13381997900

租赁
上海鸿圆汽车维修有限公

司（253 号第 4幢）
陈利军 13795419885

汽车维

修
7

17 1337 租赁
上海瞬澳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253 号 1 幢-8 号）
蒋瑞琴 13916679856

洗涤剂

分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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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徐 敏 许红莲盈秀路

78

上海龙勇企

业发展有限

公司

朱勇

13817612566
4000 租赁

上海日北汽车装备有限公

司（78 号 1、3幢））

徐珍（负责

人)
13601949867

汽车配

件
50

19 198 租赁 新华书店（198 号） 沈蓝 69221023 仓库 5

20

朱春健 唐千根盈秀路 155

上海娇梦床

上用品有限

公司

潘秀镑

13816079999

1000 租赁
上海伊莱茨真空技术有限

公司（155号7幢1层南侧）
闫淑珍 18602119600

真空机

械
25

21 自有
上海娇梦床上用品有限公

司（155 号）
潘秀镑 13816079999 仓库 11

22 300 租赁
上海觅敏服装有限公司

（155 号 7 幢 3层 308 室）
邹惠芳 15000533646

服装加

工
10

23 租赁
上海睿沙服装销售有限公

司（155 号 1 幢 2楼）
黄琼 13816328189 仓库 8

24 500 租赁

上海精倍自动化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155 号 7 幢 1

层）

程卫 13817179069
铝制品

配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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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租赁
上海授石家居有限公司

（155 号 1 幢 3楼））
熊健 13818683433 仓库 6

26 600 租赁
上海景宇包装五金厂

（155 号 7 幢 1层 109）
张耀峰 13601955919

油漆桶

加工
5

27 租赁
上海为恒实业有限公司

（155 号 1 幢 2-3 楼）
沈凤青 13816323427 仓库 5

28 800 租赁

上海杰日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155 号 7 幢 2层 202

室）

支明星 13818945905
LED 灯

组装
3

29 100 租赁

上海季利电器成套设备有

限公司（155 号 7 幢 2层

208 室）

季献平 13651765172
电箱装

配
2

30 150 租赁

默格机械（上海）有限公

司（155 号 7 幢 3层 311

室）

柳丰 15821628570
机械加

工
2

31 租赁
上海双钩织带有限公司

（155 号 1 幢 1-3 楼）
陈光铁 18601610378 仓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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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许芳群 沈雪丽盈秀路

358
上海春祥市

政有限公司

张永祥

13801815916
租赁

上海华倩餐饮有限公司

（海港一号）（358 号 1

幢）

王岭峰 13788985878 餐饮

33 359

上海久业化

工材料发展

有限公司

韩忠明

13901625186
4308 租赁

上海程胜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359 号）
郑华

两网融

合中转

站

15

34

徐 波 卢彦姣

盈秀路 99

上海盈港经

济城城市工

业扩散基地

孙强

69223131
4262 租赁

上海申密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98 号 2 幢）
陆建章 15901966966

机械维

修
35

35

胜利路 588

康姆尼电子

（上海）有限

公司

魏兆榜 1000 租赁

上海一鸣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胜利路 588 号 A

幢）

郭钱 1351889993
汽车维

修
12

36
上海盈港经

济城
孙强 69223131 1200 租赁

上海吉修服装辅料有限公

司（胜利路 588 号）

吴俭峰（负

责人）
13818408241 袜子线 10

37
上海九天螺

钉有限公司

王安华

13901872094
1372 租赁

上海泊志机械制造厂

（胜利路 588 号 4 幢）
桂如国 13816681782

金属加

工
9

38

沈丽萍 徐文军盈秀路

78

上海龙勇企

业发展有限

公司

朱勇

13817612566
900 租赁

上海吉马合成树脂有限公

司（78 号 2 幢）
郑士峰 13311779716

白胶制

品
10

39 218

上海裳雷利

实业有限公

司

顾雷勇

13311860261
3060 租赁

上海强晋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218 号）
顾军强 13701637184

汽车配

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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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陆广军 陶芹 盈秀路

19
上海明星工

贸有限公司

孙志生

18918866966
1200 租赁

上海梁宏废旧物资回收利

用有限公司（19 号）
梁宏 18121231185

废旧物

资回收
11

41

98
上海浩隆实

业有限公司

纪国君

13901712074

1800 租赁
上海鸿鸿表面处理有限公

司（98 号 3、4幢）
金永芳 13801643218 电镀 40

42 1858 租赁
沈阳光洋产业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98 号 3幢）

蔡林净（负

责人
13817529221

双面胶

制造
15

43 360 租赁
上海骏颜五金有限公司

（98 号 7幢 1层 102 室）
刘国云 13917186220

铝制品

清洗
12

44 1000 租赁
上海三舜行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98 号）
张俭军 18017721878

汽车维

修
12

45 500 租赁
上海优佳汽车维修服务有

限公司（98 号）
王岭峰 13788985878

汽车维

修
8

46

喻晓东 刘美红盈秀路 266
上海豪帅工

贸有限公司

陆林荣

13901795620

900 租赁
上海妍修汽车技术服务中

心（266 号）
张彪 15821599996

汽车维

修
15

47 900 租赁
上海臻弗汽车技术服务中

心（266 号）
陈建强

18901885198

59201381

汽车维

修
9

48 租赁 汤尔太商贸商行（266 号） 汤尔太 13764783419 仓库 5

49 租赁 清沛食品销售（266 号） 陈久玉 13395980999 仓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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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唐培元 朱日东盈秀路

338
上海尤氏实

业有限公司

尤正明

13816119569

1600 租赁
上海悦庆暖通设备有限公

司（338 号 3 幢）
刘满庆 13611668782

通风管

道
20

51 3577 租赁
上海易壳照明有限公司

（338 号 1 幢 1层）
陆菊珍 69777799

路灯装

配
14

52 2000 租赁
上海臻齐实业有限公司

（338 号 2 幢）
蔡迎龙 18117105082

广告纸

加工
10

53 349

上海青浦绿

洲检测仪器

有限公司

任若明

13801868689
1800 自有

上海青浦绿洲检测仪器有

限公司（盈秀路 349 号）
任若明 13701800357

稻谷测

试仪
21

合计：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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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盈浦街道沿街商铺复工复产防疫措施审核

温馨提示

（一）下列场所、行业一律暂停营业

影剧院、歌舞娱乐、美容、洗浴、网吧、茶艺室、棋牌

室、健身房等文化、娱乐、体育、休闲、培训场所。宾馆、

小旅馆、民宿、农家乐等（防疫需要的除外），其他住宿业

场所不接收新住户。

（二）沿街商铺复工须知

1.由经营者向街镇管理部门申报，经审核同意后方能复

工。

2.商铺经营者为疫情防控责任人。

3.负责人须全面采集并掌握上岗员工信息动态，督促员

工落实防疫管控要求。返青人员复工须提供隔离期满本人近

14 天活动轨迹或社区健康管理等证明材料，无证明材料的不

得上岗。未离青人员复工须提供未离青人员承诺书或本人近

14 天活动轨迹等证明材料。

4.所有从业人员和市民进入经营场所，必须规范佩戴口

罩和测量体温，不戴口罩、未测体温者不得进入经营场所。

5.每天开始营业前和营业结束后对经营场所进行全面

消毒，做好场所卫生清洁及病媒生物消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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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餐饮行业适当缩减营业时间，全面停止接待集体性聚

餐活动，建议采用分餐、套餐、外带、外卖等方式分散供餐

用餐。在从业人员通道入口处配备免洗消毒液或 75％酒精等

洗手消毒用品。从业人员应勤洗手消毒，在接触直接入口食

品前、咳嗽及打喷嚏后、餐前便后、接触不清洁的设备设施

和器具、接触其他人或生食品后等情况下，须规范洗手和消

毒。

7.餐饮行业每天对食品加工经营场所进行全面清洗，并

对加工经营场所设施进行消毒。保持加工经营场所空气流

通，执行《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使用要求》，暂停使用中央空调。

8.严禁经营、储存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9.餐饮外卖食物采用密封盛放或使用“食安封签”，防

止配送过程污染，每天对外送食品的保温箱、物流车厢及物

流周转用具进行清洁消毒，食品配送人员每天进行体温检测

并做好记录。

备注：

申请复工营业的，需提供以下资料及防疫物品：

1、盈浦街道沿街商铺复工申请表

2、盈浦街道商铺从业人员信息表

3、离沪人员须提供隔离期满证明材料

4、未曾离沪人员须提供未曾离沪证明材料或本人未曾

离沪的承诺



—34—

5、营业执照复印件

6、额温枪、消毒物品、口罩

经营者备齐以上资料和物品后，到盈浦城管中队（海盈

路 17 号）进行申报。申请资料预审合格后方可开店经营，

街道疫情防控办公室将组织不定期抽查各经营单位防疫情

况。

申报时间:上午:8:30-11:00; 下午 13:00-16:30。

咨询电话:5920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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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沿街商铺复工复产防疫监管分队日常巡查安排表

序号 姓名 联系电话 负责路段 备注

1 顾鸿良、志愿者 1名 13918356296 公园路、青安路、青赵公路

2 李 峰、志愿者 1名 13585660776 城中东路、青松路、淀浦河路、环城东路、五厍浜路

3 徐俊峰、志愿者 1名 15317306958 城中西路、卫中路、三元路

4 金天郎、志愿者 1名 18121090020 盈港路、港俞路、盈清路、漕程路、黄泥娄路

5 吴承迪、志愿者 1名 13918568735 城中南路、城中北路、老朱青路

6 李 斌、志愿者 1名 13816899352 庆华一路、北门街、医院路、新泾路、支家路、海盈路、新海路

7 李 磊、志愿者 1名 13816797276 聚星街、县前街、庙前街、宝庆街、码头街、菜场街

8 胡梦龙、志愿者 1名 13681751884 淀湖路、万寿路、万寿路二路、盈中西路、胜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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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沿街商铺复工复产防疫督查情况反馈表

复工日期 序号 名 称 地 址 复工人数

其中来沪人员 是否符合

要求(额温

机、口罩、

消毒等）

是否责令关停

或联合执法

新增人

员数重点地区 其他地区

小计

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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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沿街商铺复工复产情况汇总表

复工日期 序号 名 称 地 址 复工人数 其中来沪人员 备 注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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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盈浦街道商贸体复工复产防疫措施审核
温馨提示

1.成立防疫应急小组，明确责任人和责任部门，制定相

关防控工作方案。

2.统计上报所有工作人员名单及详细情况，重点关注来

自重点地区人员，并随时上报符合复工条件的人员。

3. 企业所有来沪人员及返青人员（本市籍外出人员），

需主动如实向居住地社区报告备案，并自觉在家隔离 14 天

后，身体无异常方可复工。对来自或途经湖北等重点地区人

员暂缓复工。

4.鼓励有条件的服务业企业实施居家办公、在线办公、

错岗上班、分时到岗、轮流到岗等。

5.加强门禁管理，原则上实施单一进口、单一出口，加

强进入人员测温，逢进必测。

6.公共场所不使用中央空调，定期通风，保持室内空气

流通。公共场所定期消毒，对于特殊区域（食堂、垃圾房等）

增加消毒频率。

7.从业人员和进出人员必须佩带好口罩，对使用后口罩

统一收集处理。

8.加大疫情防控宣传氛围，做好个人健康提示。

9.按照“少接触、少聚集”原则，倡导各楼宇分区域、

分楼层、分单位、分部门错开通勤和就餐时间。

10.办公楼宇（不含综合体）内的配套餐饮、咖啡店、

便利店等建议暂停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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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商贸体复工复产及防疫监管分队日常巡查安排表

序号 商贸体名称 负责人 物业（管理)公司 负责区域 联系人 督查组 负责人 组员

1 桥梓湾购物中心
周春琪

13601821604

东方商厦 东方商厦

陆叶

13671652630

蔡大荣

13918436096

第一督查组
杜春云

13818823535

朱 晨

朱丹锋

周思娴

桥梓湾物业 广场及小商品市场
丁莉莉

13671808187

2 绿港购物广场
林总弟

15821579855

上海绿港购物广场有

限公司
商业广场

沈培军

18964670280

3 吾悦广场
楚君昌

13605327275

青浦吾悦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商业广场

闫春国

15162427321 徐

丹娴

13524621773

金街
王丽

1811623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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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贸体名称 负责人 物业（管理)公司 负责区域 联系人 督查组 负责人 组员

4
漕盈路富绅时代综

合体

悠迈生活广场
青浦百联东方商厦有限公

司

陆叶

13671652630

蔡大荣

13918436096

第二督查组
顾长鹰

17521198960

叶雄斌

徐春雨

沙慧娴

富绅物业 商务楼、停车场、上蔬永辉
孙经理

13701859388

5 世纪联华青浦店
徐志刚

18019748488

世纪联华超市青浦有

限公司
超市、商业广场

沙国强

13501910657

6 港隆国际广场
张绍霖

13917879987
景瑞物业公司 商业广场、商务楼

蔡毅

13857271233

7 美美家建材家居城 曹雪清
上海悉奢企业管理有

有限公司
建材商城

李安定

1362165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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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贸体名称 负责人 物业（管理)公司 负责区域 联系人 督查组 负责人 组员

8 青浦万达荗广场
赵尔

13813664488

青浦万达广场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商场主体

沈家新

13515654840

郝志芳

18930307125

第三督查组
陶芹

13701724301

丁 辉

13601820858

宋召洁

13681764764

杨少卿

17317373107

大连万象美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金街、商务楼（3号、4 号、

5号楼）

韩胜利

13641698238

张明

18616753845

9 满天星 399 广场
王康敏

13331818270

上海澹然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商业广场

潘灏

15601626845

10 北极星广场 丁世军
上海环邦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商业广场、商务楼

戚小振

1821702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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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商贸体复工复产及防疫督查情况反馈表

（*月*日）

序号 商贸体名称 区域 督查组 存在问题 整改情况 意见建议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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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商贸体复工复产情况汇总表

序号 企 业 名 称 企业总数（家） 复工数（家） 复工率（%） 备 注

1 青浦万达茂广场

2 青浦吾悦广场

3 桥梓湾购物中心

4 绿港购物广场

5 悠迈生活广场

6 世纪联华青浦店

7 美美家建材家居城

8 港隆国际广场

9 满天星广场

10 北极星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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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打“*”为牵头科室，由各科长联系走访活动。 2、自 2月 25 日起开展走访活动，具体日期各组自行安排。

盈浦街道班子领导疫情期间走访商贸体安排表
序

号
联系领导 商贸体 负责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牵头科室

属地居委会
走访了解内容

1
徐孝芳

陆广军

青浦万达茂广

场
赵 尔 总经理 13813664488 *综发办、淀山浦 1、了解疫情期间区惠企政策与所属经济小区对接享受情况；

2
李宾徐

唐培元
青浦吾悦广场 楚君昌 总经理 13605327275 *服务办、华浦 2、企业运营主体复工申请报备情况（包括商圈内的商铺）；

3
章国新

朱春健

桥梓湾购物中

心
周春琪 总经理 13601821604

*平安办、三元河
3、企业疫情应急领导机构和应急方案制定落实情况；

绿港购物广场 林总弟 总经理 15821579855 4、建立楼层长、片区长、店长“包户制”情况；

4
江 怀

沈丽萍
悠迈生活广场 戴建华 总经理 13761109100 *自治办、富绅筹备组

5、防疫措施落实执行是否到位情况（包括重点地区、重点关注地区人

员健康管理和人员信息登记备案，场所单一进出口管理，所有人员进

出体温监测，公共区域含电扶梯、卫生间、垃圾房等消毒措施，关闭

中央空调、通风，错峰分散用餐管理，防疫物资筹备情况，健康筛查

“零报告”制度等）；5
徐 敏

喻晓东

世纪联华青浦

店
徐志刚 总经理 18019748488

*管理办、龙威美美家建材家

居城
曹雪清 总经理 13761678910

港隆国际广场 张绍霖 总经理 13917879987 6、所属的影剧院、歌舞娱乐、美容、洗浴、网吧、茶艺室、棋牌室、

健身房等文化、娱乐、体育、休闲、培训场所暂停营业情况；

6
许芳群

徐 波

满天星广场 王康敏 总经理 18121119702
*武装部、 怡澜、东

渡北极星广场 丁世军 总经理 18217026689 7、意见建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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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盈浦街道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企业用工方案

为了贯彻中央、市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决策部署，在有效防控防疫的基础

上落实公共就业服务，积极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做好如下工

作：

一、成立盈浦街道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企业

用工领导小组

组 长：徐 波 街道武装部部长

副组长：吴锦新 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受理中心分管就业副主任，就业促进办公室全

体工作人员，街道各居、村就业服务站点就业工作分管干部

和促进就业工作人员。

二、强化企业用工服务分工

受理中心负责摸清三类对象名单（就业年龄段来沪人

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富裕劳动力）；掌握和梳理有

招录需求的复工企业和缺工企业情况，对复工企业进行信息

推送，告知企业招聘途径；发动就业服务宣传和指导居、村

就业工作；根据区就促中心数据库筛选符合条件的劳动年龄

段未就业的三类人员制作的求职人员信息二维码，引导其主

动求职；关注应届高校毕业生、青年大学生、农村富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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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人群就业需求，做好宣传及就业服务。

街道各居、村负责做好就业服务宣传；落实工作专人负

责，人员通知到位；摸清辖区内有求职意愿人员的基本情况；

摸清辖区内有复工、缺工企业的用工情况；做好就业台账工

作。

三、深化促进供需对接举措

1、根据排摸掌握的本街道区域内企业用工需求和人员

状况，优先组织推荐区域内人员就地就近就业。进一步落实

与区级优质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合作对接机制，将求职人员

信息与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共享，做好人员推荐工作。

2、摸清底数，搭建就业服务平台，有针对性的将劳动

力资源信息提供给用工企业，将岗位信息推送给求职人员，

对重点企业、用工需求迫切、用工量大的企业予以重点支持，

对就业愿望迫切、就业困难较为突出人员给予重点服务。

3、按照市、区、街道防控疫情总体要求，指导和帮助

企业合理有序组织开展招聘面试活动，有组织的适度开展线

下小型分散面试活动，做好求职人员通知和面试现场的管

理。

四、做好就业政策宣传落实

大力开展市、区各项促进就业扶持政策的宣传和贯彻落

实，特别是应对疫情影响而出台的相关政策，指导企业有序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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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浦街道保障企业用工工作推进情况信息表

居村

本街道户籍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外省市户籍在青未就业人员

总人数
已电话联系

人数
联系比例 有就业意向人数 总人数

已电话联系

人数
联系比例 有就业意向人数

庆华社区

解放社区

庆新社区

盈联社区

俞家埭村

盈中社区

复兴社区

尚美社区

上达社区

三元河社区

西部花苑社区

盈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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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社区

民乐社区

浩泽社区

华浦社区

南横村

双桥社区

万寿社区

绿舟社区

怡澜社区

龙威社区

贺桥村

民佳社区

民欣社区

天恩桥村

南厍村

东渡社区

赵屯浦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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崧子浦社区

淀山浦

富绅时代

合计

备注：每日下午三点之前 RTX 报送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就促办公室，电话 6922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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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盈浦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社会稳定工作

协调机制

根据青浦区委政法委工作要求，结合本街道疫情防控工

作需要，设立盈浦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稳定工作协调机制

（以下简称“协调机制”）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 目的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

央、市委、区委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盈浦街道“协调机制”

各成员单位职能作用，全面强化疫情防控期间维护社会稳定

各项举措，切实增强本街道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合力，严防发

生涉疫情重大敏感案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严防发生公共安全

事件，严防发生个人极端案事件，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坚实的保障。

二、组成单位

（一）牵头单位

街道综治委,具体由党工委副书记章国新同志负责。

（二）成员单位

主要成员单位：平安办、派出所、司法所、信访办。

其他成员单位：党政办、综发办、管理办、党群办（民

宗）、服务办、自治办、房管所、市场监管所、规土所、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网格化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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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居参加“协调机制”有关工作。

二、 各工作组组成单位及工作职责

（一）信访维稳组

组长:邱漪琼

成员:信访办、派出所、平安办、综发办、管理办、服

务办、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市场监管所、房管所、网格

化管理中心负责人。

工作职责:负责制定疫情防控期间街道信访稳定工作预

案,协调做好信访接待和解释疏导工作;组织开展涉疫情各

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制定疫情防控期

间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工作;强

化网上舆情监测管控,及时发现并协调处置涉青谣言和不实

信息;加强情报信息收集研判预警,及时核查处置各类利益

诉求人员串联聚集维权活动,确保疫情期间社会面持续稳

定。

（二）综合协调组

组长:戚仁玉

成员:平安办、服务办、综发办、党政办负责人。

工作职责:承担疫情防控期间“协调机制”办公室日常

运行工作;负责相关会议统筹和会务安排;办理“协调机制”

的各类文件；建立信息报送机制，及时收集汇总疫情防控期

间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各类情况信息；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

示报告制度，加强向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工作

汇报与信息报送，重大情况第一时间报告；密切协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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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与各成员单位的协调联动；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协调任

务。

（三）涉法涉诉组

组长：董俊华

成员：信访办、派出所、司法所负责人

工作职责:协调、指导政法单位依法严厉打击妨害疫情

防控违法犯罪,及时、妥善做好相关刑事案件处理工作;协

调、指导调解组织依法、稳妥处理疫情防控期间引发的劳动

争议纠纷、合同纠纷、金融贷款纠纷等案件,有效化解稳定

风险、金融风险;协调指导政法单位对社会公众和舆论关注

的重大案件,按照“三同步”要求做好依法处置、舆论引导

和社会面管控;协调、指导政法单位强化沟通配合,健全完善

相关案件的情况通报、会商研判、督办落实等机制。

（四）政治安全组

组长:屈爱民

成员：信访办、党群办、派出所、平安办、党政办负责

人。

工作职责:强化情报信息搜集预警,严密防范境外敌对

势力相关渗透策反、勾连聚合、捣乱滋事等活动,及时发现、

妥善处置涉青负面炒作;强化重点人员教育管控,对有异动

人员强化侦控,对新发现人员纳入视线,提高对外省市来青

人员捣乱滋事的发现能力,确保重点人情况平稳;强化网上

舆情监测管控,及时发现处置涉青政治类谣言和不实敏感信

息;强化对非法宗教组织网上传教活动和“法轮功”邪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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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侦察打击工作,坚决遏制有关活动抬头;强化应急处突

工作,做好本街道发生涉政治类突发重大敏感案(事)件应急

处置的预案和准备。

四、运行机制

结合本街道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实际，建立健全相关运行

机制，加强协作配合，互通情况信息，形成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整体合力。

（一）专题协调机制。由“协调机制”各工作组组长牵

头，动态梳理疫情防控期间本组工作领域内存在的突出问

题、风险隐患，组织成员单位进行专题研究并协调解决。对

跨部门、跨系统，或具有重大风险隐患的重难点问题，由“协

调机制”召集人牵头，召开“新冠肺炎防控稳定工作协调机

制”全体会议，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相应工作措施，解决实

际问题。

（二）分析研判制度。依托“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工

作资源，建立健全疫情防控期间本街道社会稳定形势检测预

警体系，全面搜集掌握影响社会稳定的行动性、预警性情报

信息。针对疫情期间可能发生社会稳定问题的重点领域、重

点地区、重点群众、突出线索等，组织开展情报信息会上，

及时分析研判社会稳定形势，第一时间发出风险预警，妥善

处置相关涉稳风险，防止形成现实危害。

（三）信息报送机制。“协调机制”各工作组及其成员

单位要明确联络员，每日下午 2 时前通过 rtx 向“协调机制”

办公室报送本单位工作动态情况（联系人：平安办、陆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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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协调机制”办公室每日汇总情况，报送街道办事处有关

领导，及时向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报送社会

稳定形势研判、重点维稳工作情况、重要部署安排等。

（四）协调联动机制。“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跨行业、跨部门、

跨区域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建立健全

“信息联商、矛盾联排、情报联查、人员联恐、问题联防、

网络联管、事件联处”工作机制，研究制定加强信息共享，

衔接配合、统筹协调等方面措施，推动各成员单位强化协作

配合，有效应对处置疫情期间重大风险隐患。

（五）应急值守机制。疫情防控期间，“协调机制”各

组成单位要严格值班制度，保持电话畅通，加强情况报送，

妥善处置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全力确保本街道社会大局安全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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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盈浦街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社会稳定工作

协调机制日报任务分解表

类 别 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

重要部署
上级部门部署开展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情况；街道贯彻落实中

央、市委要求，组织开展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情况

综治委、各成员单

位

重点工作
情况

社会安全、经济金融等领域涉疫情突出动向、不安定因素情

况。

综发办、派出所、

各村居

疫情期间上访老户、投资受损人员、历史遗留问题矛盾等重

点群体和人员串联聚集“维权”等突出动向。

信访办、派出所、

各村居

疫情引发的利益受损、医患矛盾、劳资纠纷、地域歧视、邻

避效应等突出情况。

服务办、管理办、

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各村居

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交通客运、物流快递、餐饮旅游、批发零

售、住宿娱乐、房租租售、物业管理等行业涉稳动态。

管理办、综发办、

房管所、各村居

对基层一线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指导支持的情况；对其他涉及

社会稳定风险隐患开展工作的情况。

平安办、各成员单

位

涉疫违法犯
罪案件情况

利用疫情实施诈骗、制售假劣防护用品、走私防疫物品、哄

抬物价等违法犯罪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况，以及公安机关、

市场监管部门打击处理和检察院起诉、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等

情况。

派出所、市场监管

所

重大突发敏
感案事件

疫情期间本街道社会稳定领域重大突发敏感案事件、群体性

事件、个人极端案事件及处置情况。

派出所、党政办、

平安办、各村居

重大突发敏
感舆情

24 小时内涉青涉疫情重大突发敏感舆情及处置情况 派出所、党群办

重要线索处
置情况

工作中掌握的影响街道社会稳定的行动性、预警性重要线索

核查处置情况。

派出所、各成员单

位、各村居

突出矛盾问
题排查化解

情况
疫情期间本街道各类突出矛盾排查化解工作情况。

信访办、平安办、

事件涉及相关部

门、各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