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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付出获居民“点赞”
小巷里的“大白”收到了暖心礼物

■记者综合报道

近日，本区多个居委和志愿者收到居民送来的

“礼物”，这些“礼物”让居委干部和志愿者倍感温

暖。一封感谢信、一面“锦旗”、一份纪念证书传递

着大家对在此轮“大上海保卫战”中，辛苦付出的街

道、社区干部、志愿者的感激之情。

有200多个签名的信件

“感谢你们 63天里无私的付出，感恩有你们相

伴和守护。”近日，远虹大厦小区的居民们为嘉兴路

街道通州居委会的居委干部送上了两面锦旗和两

封感谢信。感谢信上有着近200位居民签名。

远虹大厦是一栋建于 20世纪 90年代的高层建

筑，每层25户，共有671户1300余位居民。从3月底

开始，小区因出现阳性感染者实施封闭管理。在两个

多月的战“疫”中，居委干部们每天从清晨天蒙蒙亮一

直忙到深夜，一天都没有休息过。“我们居委会加上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一共就4个人，没办法轮休，小区封

闭后就一直住在居委会。”通州居委会主任郑红说。

为了提升效率，避免人员聚集，居委干部和志

愿者、下沉干部们主动探索改进采样模式，“我们根

据采样医生的人数，按照楼层平均分布采样点位，

每个点位配备一名居委干部和若干志愿者协助扫

码、消杀和维持秩序等工作。一层 25户全部做完

以后，再搬到下一层继续采样。”郑红介绍。

细致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居民的配合度也越

来越高。

85后小伙子董吉庆是居委干部中最年轻的一

个，也是居委会唯一的“男丁”，主动扛下了所有重

体力活。除了和下沉干部们一起为住户配送快递，

他还要把当天志愿者没送完的快递统统“扫尾”，保

证楼下的快递日日清。晚上 23:00，居民们还经常

听到小董在走廊送快递的脚步声。

这次，居民除了集体署名写信感谢居委会，还

单独为小董写了封感谢信，小董竟不好意思起来：

“我在 2018年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疫情面前，

更要用行动向党组织靠拢。

6月 1日至今，每天 17:30至 20:30，小区的常态

化核酸检测点位都能见到 3名居委干部和几位下

沉干部忙碌的身影。“前来支援的下沉干部们一直

陪伴到现在，大家在最艰难的时刻拧成了一股绳，

现在，我们同样会齐心协作一起迎接最终的胜利。”

郑红说。

多个居委收到了锦旗

“敬业高效办实事，防控疫情为人民。”近日，北

外滩街道的机关干部秦志斌收到了居民送上的锦

旗。从 3月 31日起，他就住在了街道办公室里。两

个多月来，每天天刚亮，秦志斌就从办公室出发前

往居委开始一天的工作。上午的核酸筛查结束后，

他草草地吃几口饭，就去处理居民的配药需求；小

区内出现阳性病例，秦志斌及时联系沟通安排转

运，对于居民关心的问题一一耐心解答……等他忙

完一天的工作，通常已是晚上十一二点。秦志斌的

默默奉献，居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在蕃兴居委，居委干部金佩华和刘艳华也收到

了一面来自家住唐山路 708弄居民刘景宗赠送的

锦旗。

刘景宗夫妻二人是残疾人，所住小区从 3月中

旬开始封控。居委在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后，多次

关心和慰问。封控期间，除了一天两次的志愿者配

送快递外，居委还安排志愿者将刘师傅急需的药

品、快递及时送到家门口，这让刘师傅夫妻二人十

分感动。

在恒泰居委，6月 6日一大早，安康大楼的宋先

生便给“老朋友”打电话，要送锦旗，“老朋友”是他

对恒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吴有康的称呼。5月，宋

先生联系吴有康，告知自己的哮喘药即将“空瓶”，

志愿者跑了多家医院都没配到，十分焦急。居委干

部顾不上吃饭，骑着电瓶车就前往药房购买，解了

宋先生的燃眉之急。

海宁居委辖区内老年人居多，疫情期间配药需

求繁重，居委干部江玮总是细心核对好每位居民的

医保卡信息，再一一为居民配送，保障了居民的用

药需求。居民袁师傅说：“看到小江晚上八点还在

配送药物，真的太辛苦了！”

戴阿婆是居住在海宁居委辖区内的高龄独居

老人。江玮在封控的两个月里，每天按时为老人上

门送餐，关心老人生活情况，并拍照发给老人子女，

让一江之隔的家人安心。

海宁居委干部说：“每一面锦旗都是一份责任，

每一句感谢都代表着一份信任，我们将继续努力，

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送上精致纪念证书

最近，北外滩街道提篮桥居民区的疫情防控志

愿者们，收到了一份份精致的纪念证书。

本轮疫情期间，在居民区党总支和小区志愿

者、居民们的共同努力下，提篮桥居委疫情防控小

分队的成员们从细节入手，将核酸检测、抗原分发、

物资保障、风险管控、疫苗接种等一件件防控实事

落实落细。

回顾疫情防控的日子，虽然艰苦，但是温馨陪

伴的场面、一起奋斗的情谊对每个参与这场“战疫”

的人来说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为了向社区志愿

者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提篮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奚红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温暖，她将封控期间

志愿者们所记录下的照片配上文字，到图文店制作

成纪念证书赠送，送给参与疫情防控的小区志愿者

们。负责制作纪念证书的图文店老板说：“我本人

就是疫情期间的志愿者，非常感同身受，我一定会

把纪念证书和照片做得美美的”。

当奚红把纪念证书和照片分发给小区志愿者

后，大家连连称赞和感慨：“两个月以来，我们都想

着为社区和居民们出一份力，大家都抱着必胜的决

心打赢‘大上海保卫战’，没想到可以收到这么有纪

念意义的礼物”。

本报讯 6月10日，20余位企业家出席“精准

助企纾困”助力港澳台企业复工复产座谈会，围绕

企业自身特点，从防疫和消杀补贴、各项税收优惠、

房屋租金减免和一次性稳岗补贴等方面提出了意

见建议。此次座谈会由虹口区委统战部、区台办召

开。区委常务、统战部部长郑宏出席。

会议表示，区委统战部、区台办将加强对港澳

台企业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渡过阶段性难关，及时

收集企业困难和诉求，主动搭建平台协调有关部

门共同推进解决，让更多港澳台企业了解本区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和安排。希望港澳台企业

继续坚守主责主业，用好各类银行助企纾困产品，

牢牢把握北外滩开发建设的大好机遇，优化产业

发展布局，全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上，区发改委、财政局、人社局、税务局

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多项抗疫助企政策，区台办、侨

办负责人与企业家进行了互动。

中国银行虹口支行、建设银行虹口支行、工商

银行虹口支行、上海农商银行虹口支行、浦发银行

虹口支行、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富邦华一

银行上海业务管理中心、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厦门

国际银行上海分行等九家银行代表，分别就抗疫

助企纾困金融产品进行了介绍。

“圆润饱满”、颜色斑斓的绣球花；清新洁白的栀子花；持有独特香气的鼠尾草

……近日随着气温快速回升，虹口街头的夏花绚烂绽放。 杨丽颖 摄

虹口街头“夏花”竞相绽放

■本报记者 张雯珵 黄镏舒

近日，嘉兴路街道、江湾镇

街道旧改地块相继在 162、163
街坊基地分批次向居民发放房

屋征收补偿款。旧改是虹口最

大的民生，也是最大的发展，为

了早日实现老百姓的新居梦，

区旧改指挥部、嘉兴路街道旧

改分指挥部、江湾镇街道旧改

分指挥部和第二房屋征收事务

所“提档加速”，全力跑出旧改

“加速度”。

生活更有盼头

“拿到钱，很开心！非常感

谢旧改工作人员在疫情期间对

我的帮助。我相信政府、感谢

政府！”日前，旧改居民林春生

早早来到本区 162、163街坊旧

改基地，领取了房屋征收补偿

款。林老伯家所在的地块属于

虹口区音乐谷房屋征收项目。

该项目包括 20、55、162、163、
180五个街坊，其中，20、55、180
街坊隶属四川北路街道，162、163街坊隶属嘉兴

路街道，共有被征收人2165证2408户。

受疫情影响，林老伯租住的小区于 3月 27日
被封控。出不了小区，就意味着无法领款，林老伯

的情绪一度失控。

区旧改指挥部、嘉兴路街道旧改分指挥部和

第二房屋征收事务所及时介入。“老伯误以为要 8
月份才能领款。我们耐心地告诉他，不要轻信道

听途说的事，并请老伯记住我的联系方式，可以随

时为他提供解答。”嘉兴路街道旧改分指挥部常务

副指挥吕学斌说。听到旧改工作人员的承诺，林

老伯终于放下了心。

江湾镇街道房屋征收补偿费用发放当天，陈

氏兄弟一早便赶到现场，兄弟俩都已是年过六旬

的老人。然而，40余年来，他们都一直“蜗居”在

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如今，终于盼来了旧改。

据悉，此次江湾镇街道发放的钱款是部分奖

励费和补贴，涉及虹口区 334、339、361三个街坊，

惠及394证、将近500户居民。随着征收补偿费用

的发放，这也意味着 334、339、361三个街坊的旧

改征收工作进入“收尾”阶段。

防疫措施“做到位”

考虑到疫情防控的要求，在向居民发放房屋

征收补偿款前，工作人员逐户联系，通知需到现

场的居民必须佩戴好口罩，并持有 72小时核酸

阴性证明，同时安排大家错峰前往，避免聚集。

另外，江湾镇街道旧改分指挥部工作人员专门向

嘉兴路街道借用了 162、163街坊基地，这里场地

大、更宽敞，空气流通好，能够为居民提供一个安

全的环境。

据悉，工作人员在排摸中了解到，因为各种原

因无法亲自到场的居民不在少数，对此，工作人员

表示：“对于因年纪、疾病等特殊情况无法前来的

居民，我们调配专车，安排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

佩戴工作吊牌，前往居民的居住地，上门服务。”

区旧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力争在 6月
底前完成全区成片二级旧里改造任务。对于还未

启动的零星地块，要加强与市里部门沟通对接，积

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尽快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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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陆雪姣）随着上海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为尽快满足广大居民就医的需求，虹

口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逐步有序对外开放，开展科

室业务。

在欧阳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已

准备就绪，有序疏导市民进入中心大厅。场所码等

相关引导标识标牌已经张贴到位，前来就诊的患者

自觉保持 2米以上间距，经过体温检测，并扫描场

所码后入内。

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医院严格落实消毒

措施，每天分区域、分层进行定时消杀，保持空气流

通，对地面、扶手等细节处进行全方位喷洒消毒和

擦拭消毒，确保就诊环境安全。

目前中心开放了简易门诊。在配药窗口，王

老伯排在队伍的第一个，他告诉记者，自己患有

高血压，疫情期间都是社区志愿者代配药，药快

用完了，听说简易门诊恢复了，赶紧过来看下血

压怎么样，顺便配个药，“几分钟搞定，很方便。”

王老伯说。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市民预防接种的

需求日益强烈，中心为此开放了疫苗接种门诊。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老年人将检查单带来，向

医生进行接种前咨询。医务人员耐心为老年人把

脉、量血压、查看检查单，对能否接种新冠疫苗作出

解答。

张阿姨原本过来配药，听说疫苗接种门诊也开

放了，就顺便过来接种了新冠疫苗。

在进行扫码登记后，她顺利接种上了第一剂疫

苗，“现在接种疫苗是一种趋势，我觉得能接种最好

还是接种。”

为满足市民接种需求，中心周一至周五上午和

下午均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并提供接种禁忌症

评估，在测量血压、确认用药习惯后，对符合接种要

求的人群进行接种。

目前，虹口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陆续恢复门

诊科室，全力以赴保障患者就医需求。

社区医院重新开放“种苗”服务

互动阅读
本报讯（记者 蒋碧玮）记者从区婚姻登记中

心了解到，该中心正逐步分两个阶段恢复业务

办理。

日前，记者来到区婚姻登记中心看到，所有前

来登记的人员全程佩戴口罩，在经过体温检测、出

示 72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或 24小时内采样证

明+抗原检测阴性结果，扫“场所码”或“数字哨

兵”后，方能进入婚姻登记大厅办理业务。

同时，婚姻登记中心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每次业务办理完毕，工作人员都会对桌面和相关

用品进行消毒，并认真做好一天两次的环境消杀

工作，确保来访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

乔先生和方女士此前弄丢了结婚证，这次是

来补办的，他们说：“我们心里

一直空落落的，现在顺利补办

了结婚证，这种失而复得的感

觉真好。”

工作人员表示，很高兴能

回到中心，继续见证幸福。

本区恢复婚姻登记服务

为港澳台企业纾困解难

互动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