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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群防群控 基层在行动

利用大数据、出动无人机巡防、95后助力……白云区“群防+技防”防疫举措有成效

人脸识别红外成像 打响科技防疫战

记者获悉，白云区将利用“平安白云”大数据、红外热成像设备、门

磁、可视门铃、门禁系统、无人机等多种手段，以均禾街清湖村为试点，构

建起“人防 +技防”“服务 +管控”四位一体的疫情防控体系。 同时，白云

区各镇街也提出了众多行之有效的“技防 + 群防”疫情防控举措，集结多

方力量，坚定信心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专题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曾易琳

专题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刘诗敏 曾易琳 通讯员 云宣

专题摄影 郭柯堂 通讯员 谭札烽

管 控 居民出入凭防疫通行证

近日， 居住在新市街棠涌村的钟

女士从老家返穗，凭借提前在“平安白

云”小程序注册好的防疫通行证，她只

需再配合村口监测点的党员志愿者检

测体温后就可以顺利回到家中。 钟女

士说：“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好个人信

息、 健康情况申报后就可以生成防疫

通行证二维码出入，很便捷。 ”

记者了解到， 从 2 月 10 日起，白

云区对全区所有居住小区

（村）

实施严

格管理，居住人员凭“平安白云”防疫

通行证进入。 居民进入村居前，只

需出示一下手机，通过验证后完

成体温检测即可进入。 在清湖

村出入口处则设置了红外热

成像设备对进出人员进行体

温检测。据介绍，居民使用防

疫通行证， 数据进入后台会

自动生成出入记录档案，确保

信息清晰可查，实现动态监管。

技 防 为居家隔离住户安装可视门铃

记者了解到， 为确保居家隔离的

效果， 清湖村和同和街还在居家隔离

住户的房门口装设门前视频监控、可

视门铃等设备。 据悉，该门铃具有身份

识别、逗留报警、可视通话等功能，工

作人员可远程连线监控居家隔离人员

出入等异常情况。 居家隔离人员一旦

开门即发出预警信息， 管理人员可马

上启用远程视频通话进行情况确认和

外出劝阻。

黄石街在辖内各个重要出入口设

置了人脸识别系统， 录入居家隔离人

员信息， 确保及时追踪捕捉居家隔离

人员的外出路径。 黄石街党工委副书

记邱名敦说： “我们希望通过‘人

防+技防’ 的措施， 把居家隔离要求

落实到位。”

与此同时， 白云区公安分局启用

搭载了视频监控设备和喊话器的无人

机，在空中进行不定时巡逻，对聚集人

群进行驱散，降低潜在病毒传播风险，

与地面人防管控共同形成了联合联动

的立体化监管模式， 全力确保村民做

到不外出、不串门、不扎堆、不聚餐。 白

云区表示，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通

过信息技术手段构建立体化疫情防控

体系， 将有力补强补齐社区疫情防控

治理短板。

群 防“95”后青年先锋队助力防控宣传

记者走访中发现，发动多方力量、

做好群防群控也是白云区各镇街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抓手之一。 在

云城街群防群控队伍中有一支“95 后

青年先锋队”，每天都会在辖区内开展

疫情防控宣传和排查等工作。 据了解，

这支青年先锋队于 2 月 3 日成立，由

云城街萧岗村的 28 名 95 后青年组

成。 今年上大二的在校大学生徐伟锦

主动到村里报名， 成了青年先锋队的

一员。 他表示：“防疫工作不仅是医护

人员的责任，全社会都应尽一分力，作

为村里的青年人，更应该当排头兵、先

锋队。 ”

记者了解到， 三元里街的松柏社

区有 4900 多名湖北人返乡探亲，其中

大部分人员来自洪山市螺山镇。 为了

防止出现大量湖北籍人员返回社区的

情况， 三元里街党工委提出了跨地域

群防群控办法，主动将防控关口前移，

与湖北省洪山市螺山镇党委、 镇政府

建立联防联控机制，通过确定联络员、

建立微信群以互通疫情动态， 保证第

一时间通报该社区湖北籍人员返程情

况。

除此之外， 鹤龙街给提供疫情有

效线索的居民奖励 20 个口罩； 棠景

街结合辖内外籍人员较多的特点， 设

置了中英日韩四种语言的防护指引；

太和镇奖励有效疫情防控线索 100 元

话费； 松洲街组建党员志愿者巡查队

加强排查工作； 钟落潭村提出如村民

妨碍疫情工作将取消分红……这些都

是为了全力发动社会各界力量， 共同

助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而提出的创新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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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隔离期间， 清湖村通过派

发“健康包”，组建健康服务三人

组为居家隔离人员购买生活用

品、 回收垃圾及提供其他帮扶服

务。 对村里的优抚对象、低保户、

孤寡老人等困难群体， 党员干部

及志愿者们及时为其派送口罩、

酒精及体温计等防护用品， 购买

生活必需品， 尽全力解决居民们

的困难。

除了照顾居家隔离人员和困

难群体的生活不便， 其余居民的

日常生活需求也是各镇街密切关

注的。记者了解到，京溪街为了在

疫情防控期间能够有效疏解抚平

居民们焦虑担忧的情绪， 特地把

“红暖京溪”之金牌服务室的内容

搬到了线上， 其中包括金牌书法

课、金牌舞蹈课、金牌维权课等。

每天早上八点， 居住在永平

街的王先生都会准时参加“线上”

太极课。原来，永平街文化站联合

永平街太极拳协会推出了线上

“太极”公益课程，居民每天都可

以在家看直播跟着老师学太极。

据了解， 该课程已有上千名街坊

报名参与。 太极课老师祁俊平表

示：“战胜病毒最好的办法就是提

高免疫力， 希望线上公益课程的

开设， 可以让大家在家也能强身

健体。 ”

党员群众“心连心”战疫情

春节原本是阖家团圆、其乐融

融的，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

打乱了春节原有的节奏。 当大多数

人还在家中感到惴惴不安时，基层

工作者们已经当机立断取消假期，

返岗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去。

我从大年初五就开始跟进基

层防控工作宣传报道，在采访中见

证了从两千公里外的河北省连夜

赶回工作岗位值守的街道党员干

部、脚伤还没好却“倔强”上阵一线

指挥工作的村委书记、为了能够多

挤一点时间做好人员登记工作而

睡在办公室的基层党员、每天早上

八点半帮居家隔离人员采购生活

必需品的社区党支部书记……在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毅然冲锋在

防控一线的基层 “逆行者 ”不胜枚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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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轮班值守、挨家挨户上

门“洗楼”排查、给居家隔离人员代

买生活用品……毫不夸张地说，基

层工作人员就是在用双脚织密一

道道疫情防控网， 跟疫情抢时间、

拼脑力。 我每一次深入了解他们的

工作状态，心中的敬佩之情都会油

然而生。 尽管不能跟家人相聚、尽

管寒风入骨 ， 但每次被问到累不

累、辛不辛苦时 ，他们的回复都是

“为了群众安全，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值得的”。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基层工

作者争分夺秒奋战在一线时，也陆

续有不少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基

层捐赠物资 、 向隔离人员捐赠蔬

菜、自愿报名当志愿者助力疫情防

控宣传。 我相信，在疫情面前，只要

众志成城 ， 齐心协力必能共渡难

关。

信息时报记者 曾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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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城 街

95

后 青 年 先 锋

队做好出发巡查

前的防护准备。

荨

防疫通行

证包含个人信息

和二维码，人证合

一，便于对进出人

员身份的把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