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民生 032020年2月14日 星期五
责编：潘 赟 排版：于雯琴 校对：沈怡庭

本报讯 （融媒记者曹玉
叶）走到自己居住的吴越领秀
小区门口，刚刚买菜回来的吴
阿姨拿出手机出示了自己的

“电子通行证”，物业人员核查
信息并测量了体温，确认无误
后，吴阿姨顺利进入了小区，
整个过程半分钟不到。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小区
进出人流量增加，在小区封闭
式管理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
下，值守一线的区住建局房管
处信息科科长杨静连夜开发出
居民信息登记线上小程序，不
仅方便居民进出，还避免了人
员间过多的言语交流或肢体接
触。

杨静介绍，小区居民只需

扫一扫小程序二维码，登记个
人居住信息，即可生成个人专
属“电子通行证”。进出小区
时，除测量体温等常规检查
外，居民只需通过手机出示个
人“电子通行证”，物业管理
及值守的工作人员确认后即可
顺利通行。

杨静是首批奔赴抗疫一线
的机关事业单位党员中的一
员。当天，她到岗吴越领秀小
区后，就敏锐察觉到一些细节
问题。如何更为高效快速区
分业主、甄别外来人员？如
何避免业主与物业工作人员
间过多的话语交流？她将自
己发现的问题和同事交流，
发现这是一个普遍问题。作

为信息科科长，平时也会搞
一些软件开发，杨静开始思考
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解
决这些问题。

当晚，杨静结束一天工
作，刚到家就“捣鼓”开了，
直至深夜，信息登记小程序
初具雏形。第二天，杨静将
该小程序分享至区住建局微
信工作群中，请同在一线值
班的同事提意见。同时，杨
静向吴越领秀小区物业经理
刘辉说出自己的想法并演示
了该小程序，当即得到刘辉
的支持，表示可以在本小区
率先展开试点工作。于是，信
息登记小程序在吴越领秀上线
试运行。

采访过程中，陆续有居民
进入吴越领秀小区，部分居民
对进门流程较为熟悉，早早打
开手机出示“电子通行证”，
有些还未登记居住信息的居
民，则在物业人员的指导
下，进行信息登记。“原先进
小区需要查看身份证，一旦
忘带身份证会很麻烦。现在
只需出示手机上的‘电子通
行证’，方便了很多。”居民
刘先生说。“电子通行证”在
该小区的普及，大大提高了
通行效率，也得到了居民的理
解和支持。

据了解，该小程序目前已
在城区的 14 个小区试点运
行，包括吴越领秀、龙庭锦

绣、太湖小区、天和人家等。
这款基于信息化应用的小程

序，为小区封闭式管理提供高效
无接触的管理方案，可有效避免
因发放通行证带来的二次感染风
险，提升工作效率。杨静表示，
利用大数据管理可有效甄别从重
点区域来吴的人员，便于及时做
好核查和后续工作，为疫情防控
提供“硬核”支撑。

区住建局党员连夜开发信息登记小程序

“电子通行证”方便小区居民出入

能去驰援武汉，我是幸运
的，我将这段经历视为人生中
极为宝贵的财富。

来到武汉快 20 天了，匆
匆地啃了几口面包，就想着迫
不及待地进入“战斗”。不为
什么，看着病床上的患者，你
的心就会揪着，好想时间停
住，多一些给病人救治的机
会。

一层一层穿好“防护装
备”后，真的就成了一名“白
色战士”，我们带着自信和温
暖进入到病区。和我一起“作
战”的是同为江苏盛泽医院医

护人员的周琴，我们都穿着防护
服，戴着口罩、帽子，只能透过
护目镜，传递对彼此的牵挂。

出发前，我自然放不下家里
人，尤其是我那6岁的儿子。收
拾好行囊，我抱抱他，亲亲他，
我说：“宝宝，妈妈身上的味道
你要记住哦！”

江苏盛泽医院的领导们很
关心我，说得最多的就是一定
要 让 我 们 整 个 医 疗 队 “ 零 感
染”回家。每次进入病区，我
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
层隔离衣、两层防护服、三层
手套、N95口罩+外科口罩、套

鞋…近 6 个小时不吃不喝，不
能上厕所，不能透口气。

和其他同事一样，我也不能
幸免，鼻根被压出水泡，脸上压
出深深的红印，我的脸都变形
了，手也被捂得泛白，头上每块
骨头都疼……但是我坚持下来
了。

第一次进病房上的是晚班，
心想着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抢
救病人，所以我走得比较快。殊
不知，我可是穿着“铠甲”作
战。我缺氧了，那种头痛欲裂、
摇摇欲坠、胸闷气短、冷汗直流
的症状，让我瞬间想撕了防护

服、摘了口罩吸一口“新鲜的空
气”。

在给患者补液的时候，很多
病人都需要扎留置针。可能出汗
了、喘气粗了点，我的防护眼镜
和面屏里都是雾气和水珠，根本
看不清患者的静脉。我定气凝
神，凭多年的临床经验给患者穿
刺，还好都是一针见血，没有给
患者带来更多痛苦。多年的临床
经验，关键时刻还是管用的，我
瞬间觉得很有成就感。

最让我开心的是，我所在的
病区陆陆续续有病人康复出院
了。

听到自己能出院的消息，有
的患者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知道
自己康复了，有的患者直接从床
上蹦了起来连连说道：“感谢感
谢，非常感谢！”；得知能和家人
团聚，有的患者简直不敢相信：

“啊，真的吗？真的可以出院
了？”还有患者送我们的“礼
物”——一张张珍贵的合影，这
是连接医护人员和患者的爱的桥
梁。

那些场景，我将永生难忘。
我期待武汉的樱花，期待每

个人的笑脸。
（文字整理：沈佳丽）

期待武汉的樱花 期待人们的笑脸
——来自江苏盛泽医院章梅妹的支医自述

连日来，我区各地早字当头，抢抓晴好天气对小麦油菜田块开展以清沟理墒、化学除草
为重点的春季管理，为夏粮丰收奠定扎实基础。 （赵雪棣摄）

本报讯（融媒记者蔡铭越）
昨天早晨出现了大雾天气，好在
雾散得比较快，随着气温的升
高，能见度逐渐转好。记者从区
气象台获悉，预计这两天早晨依
旧有雾，明天吴江可能迎来降
雪，周末或将受到寒潮侵袭，降
温明显。

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预计
今天雨止转阴到多云，气温在
10~18℃，还是很暖和的。明天
阴有小雨，半夜前后转小雨夹雪
或雪，气温依旧在12~15℃。不

过，预计明天下午起有一股强冷
空气自北向南影响吴江，预计明
天下午到周日白天吴江有6~8
级的偏北大风，气温将明显下
降，48小时最低气温降幅可达
10℃左右（寒潮），17日~18日
早晨最低气温可降至零下2℃～
零下4℃，有冰冻。预计周日上
午小雪转阴、下午到夜里阴转多
云，17～20日晴到多云。

区气象台提醒，户外防疫人
员需做好防雨（雪）、防风和防
冻保暖等工作。

明日或迎降雪
周末寒潮来袭

本报讯（融媒记者贾黎）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
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日前，
2020年 1月“江苏好人”榜
单公布，我区松陵第一中学物
理高级教师、国家级高级科技
辅导员张友华榜上有名。

今年58岁的张友华，自
师范毕业后，潜心物理教学
40余年。一直以来，他坚持
科技创新教育与科学知识的
普及，先后研究发明创新教
学具1000余件 （套），撰写
研究型文章百余篇，开展各
类科普宣传讲座数十场，在
国内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领
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同

时，他还建立了适应课程标准的
科学探究实验体系，创立“中学
物理科学探究‘331’课程体
系”，提高科学探究性实验的比
例；搭建“三个互通平台”，实现
传统实验向科学探究的转化；建
立“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曾
创造连续三次参加全国科创大
赛，科教作品均获全国一等奖的
佳绩。

谈及此次入选1月“江苏好
人”，张友华表示，这是对他的一
种激励，接下来，他将继续努
力，用科技教育培养更多的“科
技少年”，同时通过“传、帮、
带”等方式，培养更多优秀青年
教师。

“吴江鲁班”敬业奉献诠释责任与担当

张友华入选1月“江苏好人”

本报讯 （融媒记者史亚
玲）“老伯伯、老阿姨们，不
要扎堆聊天了，各回各家，外
出请戴好口罩……”日前，七
都镇联动中心派出无人机巡
逻，发现望湖路和富圣路交叉
路口，几位村民正在聚众聊
天，而且没人戴口罩。

后台捕捉到这一“危险”
场景，七都镇联动中心基层网
格巡查员沈丹平立即通过远程
喊话，及时制止了村民的聚众
行为，督促村民快点回家。

“大家有啥需要、诉求，
请及时联系我们网格巡查员，

我们随叫随到……”在吴越名
苑居民小区，只见无人机飞到
空中，放出了一口纯正的“七
都话”，引导居民不造谣、不
信谣、不传谣，安心宅家作贡
献。

为提升工作效率，加强巡
逻能力，七都镇启动了无人机
开展空中巡逻及防疫宣传工
作，将防疫信息传达到每一个
家庭、每一个人，大力营造科
学防控的社会氛围。

“无人机不仅能加强宣
传，还能帮助我们做好返七都
人员的排查登记，助力指挥部

掌握人员底数、流向和健康状
况，做到及时追踪、一个不
漏。”七都镇联动中心副主任
张永青举例说，在出租户人
员管理上，无人机就能在特
定时间、特定地点进行画面
的“精准抓取”，及时掌握关
键信息，有效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

接下来，七都镇将巧用无
人机等“黑科技”，创新防疫模
式、丰富防疫手段，通过“技
防”+“人防”双轮驱动，助
力网格治理，筑牢基层“防疫
墙”。

创新模式筑牢一线“防疫墙”

七都启动无人机喊话：“快回家！”

人勤春来早人勤春来早 春耕春管忙春耕春管忙

本报讯（融媒记者陈静）近
日，吴江区纺织机械商会会长、
苏州市昊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东不断收到会员企业的爱
心捐款，大家齐心协力助力防疫
工作。

作为商会的一员，王东也向
吴江区慈善基金会账户捐款10
万元，用于疫情防控工作，进一
步彰显了盛泽企业家的责任与担
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希望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带动身边更
多的人投身战“疫”。

除了捐款外，王东近期还从
供应商处购买了一批口罩赠送给
盛泽一线防疫人员。作为吴江区
纺机商会的会长，王东积极履
职，号召商会的会员企业家们尽
己所能，奉献爱心。该商会副会
长单位浙江吉隆机械有限公司就
购买了1吨84消毒液捐赠给有
需要的单位。

助力战“疫”绝不缺席

区纺机商会爱心捐赠显担当
本报讯 （融媒记者蔡铭

越） 13日，东太湖论坛联合
吴江一家理发机构，走进松陵
街道综合执法局，开展爱心理
发公益活动。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4
个理发师自带了剪刀、电吹风
等工具，为轮流前来的执法人
员理发。理完发的执法人员纷

纷道谢。
因疫情防控需要，吴江大

大小小的理发店暂时关门歇
业，让习惯于短发的男性朋
友，尤其是在外奋战于抗疫一
线的男同志们有些苦恼，这场
公益理发活动温暖了一线执法
人员的心。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松

陵街道综合执法局的一线执法
人员们投身于防疫一线，夜以
继日做好宣传、摸排、引导等
防控工作，保障辖区内秩序稳
定和人民群众的安全。“一线执
法人员挺辛苦的，正好我们也
是春节没回家，所以就想着来
做些公益活动，为社会作一点
贡献。”理发师“东北”说。

爱心机构为抗疫一线执法人员免费理发

本报讯（融媒记者孙思齐）近
日，吴江开发区派出所接到一起
骗子冒充“老师”潜入班级QQ
群，以“疫情延期开学”“网上授课
收费”为由实施诈骗的警情。

日前，家住吴江开发区的李
先生在班级QQ群里，收到了“班
主任老师”发布的一个收费通知：

“因为疫情影响，接教育部门通
知，现开始收取英语辅导费。”

接着，这个“老师”在群里
发出了付款二维码，让家长们用
微信或支付宝扫描支付 1300
元。李先生没有仔细查看，便通
过微信支付的方式付了款。

然而，当他电话联系学校老
师确认英语辅导事项时，才发现
学校根本没有收取“英语辅导
费”。而在QQ群里要求缴费的

“班主任老师”是骗子假冒的，
而骗子的QQ头像和名字都和真
老师一模一样。

发现被骗后，李先生立刻报
了警。

警方提示，防骗和防疫同样
重要，家长要学会分辨信息真假。
家长在收到收费通知时，一定要
和学校及时确认，此外，学校绝对
不会在群内发送二维码，要求家长
通过网络转账的方式支付学费。

骗子当“老师”潜伏班级群
以疫情为由的诈骗 别上当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凯
悦）日前，区水务局相关负责
人带队进行水厂、污水厂、船
闸检查，了解供、排水和船闸
设卡排查情况。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吴江
华衍水务，了解吴江华衍水务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
作。吴江华衍水务相关负责
人介绍了供水情况、复工安
排、报备制度、生产物资储
备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方
向，检查组了解情况后，对
其防控工作进行了肯定，并
表示，区水务局将对吴江华衍
水务在防疫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提供相应帮助。

接着，检查组来到城南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了解污水厂运行情
况。在城南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的
加药间，检查组询问了药剂储备
等情况，并要求疫情防控期间，
污水厂要从加大药剂储备、严格
杀菌消毒、加强进出厂水质监
测、规范人员安全防护等方面着
手，确保污水厂正常运行，出厂
水质稳定达标。

疫情当前，水路安全尤为重
要。在太浦河工程管理所，检查
组对北窑港船闸设卡排查进出船
只人员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对
相关流程提出改进意见，嘱咐工
作人员务必做到“逢船必检，逢
人必测”，确保不漏一船，不漏一
人。

据了解，除了对水厂和船
闸加强监管，疫情期间，区水
务局还将继续加大对水利工地
和建设单位的管控，聚焦“内
防扩散、外防输入”，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内防扩散 外防输入
区水务局开展水厂、船闸检查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艳）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为有效防止疫情扩散和蔓
延，各区镇“331”专班自上
月底开始陆续开展出租房走访
排查工作，颇有成效。

平望镇自古以来就是“通
都大邑”，数量众多的出租房
散落在全镇各地，这给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带来极大的难
度。但越是有难度，越是需
要更为细致的摸排。为守护
百姓安全，平望“331”专班
迎难而上，以出租房为“据
点”，以“一户不漏”为目
标，紧锣密鼓地开展走访排查

工作。
工作人员深入农村各个角

落，采取地毯式、白加黑的模式
入户走访，摸排出租房信息，做
好登记工作，确保不漏一户、不
漏一人。在向全镇所有房屋出租
户发出疫情防控告知书的同时，
工作人员还反复提醒租户，在防
疫居家期间要注意用电用气安全。

记者了解到，截至 2 月 11
日，平望“331”专班已累计入
户走访排查3388户，排查到出租
房15615间（已出租14274间），
登记外来在平人员4745人，用实
际行动为平望镇疫情防控工作保
驾护航。

平望“331”专班摸清出租房家底
以出租房为“据点”以“一户不漏”为目标

（上接01版）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文化旅游、快递物流等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重点行业
企业；因疫情原因，导致生产
经营困难，经批准减免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中小企
业；受疫情影响，产生销售
（营业）收入明显下降、出现
亏损等情形的其他生产经营困
难的中小企业。

上述企业面临暂时性经营
困难，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且已采取稳岗位措
施，没有批量减员，生产经营
活动符合国家、省、市及所在
区域产业和环保政策等条件
的，可在吴江“惠”企十八条
下发后三个月内向税务部门提
出申请，按规定经批准后，可
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期最长
6个月。

申请企业需填写经营困难
中小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申请
表，并附报申请日前三个月的
所有开户银行存款账户对账
单、缴费担保证明等其他相关
材料。税务部门受理后，会同
工信、财政、人社、医保联合

会审，并于5个工作日内告知企
业审核结果。

目前，五部门正在抓紧制定
操作流程，争取通过优化服务切
实帮助企业节省现金流，缓解企
业疫情期间的经营压力。

区社保中心主任嵇敏雁介
绍，为帮助更多的企业缓解压
力，他们还出台了延长缴费期政
策。2020年2月、3月区域内所
有已办理正常参保登记的企业，
2月、3月应缴社会保险费缴费期
可延长至3月25日，延缓期间各
项社会保险待遇正常享受。

缓缴期间，区人社局对部分
社保业务进行了调整。职工社会
保险关系转移、企业职工因病或
非因工死亡及供养直系亲属待遇
核定业务将暂停办理。

缓缴企业若有 3 月到龄人
员，建议延缓到4月办理退休手
续，涉及人员养老金后续将补
发，不影响退休待遇。如确需办
理的，可由企业向税务部门缴纳
2月社保费或个人凭区社保中心
开具的2月社保缴费凭证至税务
部门缴费后，再办理正常退休手
续。

最长可缓缴6个月社保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