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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区基层正在朝着法治

社会走。” 浦东新区区委政法委的

工作人员姚军明近日一直在上南八

村担任志愿者， 支援社区基层的抗

疫工作。 在社区“上班” 了一周

后， 依法防疫成为了他最深刻的感

受。 自从 《决定》 颁布后， 每个社

区门卫保安在管理小区进出口、 测

量体温时也有了“法律武器”。

“违法者依法依规拿下， 同样社区

服务也要依法依规来。” 姚军明说。

根据 《决定》， 疫情防控工作

中， 任何单位和个人， 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和该决定， 由公安机关等有

关部门依法给予处罚；给他人人身、

财产造成损害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个人有隐瞒病史、重点地区旅行

史、与患者或疑似患者接触史、逃避

隔离医学观察等行为， 除依法严格

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外， 有关部门还

应当按照国家和上海市规定， 将其

失信信息向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平

台归集， 并依法采取惩戒措施。

虽然， 《决定》 对疫情时期的

个人行为进行了法律约束。 但仍有

一部分人任性而为， 他们也为此付

出了代价。

现在在上海， 进门前测量体温

的做法已获得市民群众的普遍认可

和配合。 然而， 日前在浦东新区人

民医院， 一男子非但拒绝测量体温

还殴打医院保安， 最终被浦东警方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2 月 13 日中午， 浦东公安分

局川沙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浦东新

区人民医院门诊 1楼大厅有医院保

安被打。 川沙派出所民警接报后立

即赶赴现场处置。

经查， 违法人员丁某某当日陪

同妻子来到浦东新区人民医院产

检， 在医院门诊大厅门口被拦下要

求测量体温。 妻子测好之后顺利进

入大厅， 但丁某某却没有听从保安

徐师傅的引导， 也跟着直接往里

走， 为此双方发生争执， 其间， 丁

某某挥拳砸向徐师傅的面部和头

部， 致徐师傅头面部软组织挫伤。

民警当即传唤丁某某到所配合

调查。 此时， 冷静下来的丁某某也

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并对不配合防

疫检查以及动手打人的行为表示后

悔不已。 目前， 丁某某被浦东警方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日。

任性行为有了打击依据

上海人大表决通过全国首部省市级抗击新冠肺炎紧急立法

依法防疫在社区如何“落脚”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2 月 7 日， 全国首部省市级抗击新冠肺炎紧急立法———《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 《决定》） 表决通过并且当日实施。 这部特殊时期的特殊法规成为了有效抗 “疫” 的重要法律依据， 在社

区基层抗疫的第一线， 发挥着巨大作用。

加强立法后监督
《决定》 在疫情防控期间， 依

法支持并授权政府采取必要的临时

性应急管理措施， 为政府落实最严

格的防控措施及时提供强有力支

撑。 《决定》 提出， 市政府可在医

疗卫生、 防疫管理、 隔离观察、 道

口管理、 社区管理、 生产经营等方

面采取临时性应急管理措施， 制定

政府规章或发布决定、 命令、 通告

等， 但应不与宪法、 法律、 行政法

规相抵触， 不与本市地方性法规基

本原则相违背， 且要报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备案。

“市、 区两级人大常委会要加

大检查力度， 发现薄弱环节， 通过

适时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等方式， 加

强对 《决定》 执行情况的跟踪。”

在上海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

任委员顾伟强看来， 法律法规的生

命在于实施， 《决定》 通过后， 通

过人大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各种途

径， 压紧、 压实各方责任， 促使有

关各方把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成为了各级人大的共识。

2 月 11 日上午， 浦东新区人

大 11 名机关党员干部分两路支援

防疫一线， 一路对口联系洋泾街

道， 另一路入驻 2号隔离点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 两路支援队伍 3 天内

完成洋泾街道 40 个居委、 116 个

小区的全面巡查指导。 指导员一边

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建议，一边交流

基层疫情管控工作亮点，互相借鉴，

迅速推广。 他们同居委干部一起制

作分片包干疫情防控作战图， 加强

各小区测温督促检查， 通过身体力

行与社区工作者一起并肩作战。

疫情期间,黄浦区人大常委会

领导积极深入一线 ,推动 《决定》

在各部门、 各单位、 各社区落实落

地。 同时， 以实际行动践行 《决

定》， 2 月 13 日， 黄浦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会议通过了 《关于贯彻落实

〈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力做好当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决定〉 的工作方案》 ,就推动

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有效开展,形成

具体的操作安排。

《决定》 发布后， 静安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顾云豪就以一名普通党

员的身份， 与静安区人大机关党员

一起到支部结对的江宁路街道三星

坊居委会、 通安里居委会和芷江西

路街道光华坊居委会等居民区，开

展抗击疫情志愿活动， 宣传市人大

常委会的《决定》。 他听取了街道和

社区干部对于市人大常委会《决定》

的反响。 社区工作者们都表示，《决

定》 依法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纳入

法治轨道，非常及时、非常管用，尤

其是对开展居民全面排摸工作，有

很大帮助， 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干部

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底气。

与此同时， 市、 区、 镇三级人

大代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发挥

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和模范带头作

用， 他们利用不同行业、 不同岗位

的优势， 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

中去， 以实际行动体现人大代表的

责任担当。

徐汇区人大代表、 上海市律师

协会副会长、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杨波积极报名参加区司法局

组织的志愿者服务， 引领分管的市

律协行政法业务研究委员会、 社会

公共服务业务研究委员会和社会矛

盾化解业务研究委员会的专业律

师， 利用休息时间撰写了 3万余字

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行

政法律实务问答》 并组织专业律师

汇总“12348 上海法网” 所反映的

疫情期间法律问题， 研究核查答复

内容， 是践行依法抗疫的生动样

本。

社区扎牢第一道防线
社区是申城抗击疫情的“主战

场”， 也是决定中最为重要的责任

主体之一。

《决定》 明确， “各级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切实履行属地

责任、 部门责任， 建立健全市、

区、 街镇、 城乡社区等防护网络,

发挥‘一网统管’ 作用， 形成跨部

门、 跨层级、 跨区域防控体系， 做

好疫情监测、 排查、 预警、 防控工

作， 防输入、 防传播、 防扩散， 落

实全市联防联控机制。”

对于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

处， “应当按照市、 区统一部署,

发挥群防群治力量,组织指导居民

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做好辖区管

理,采取针对性防控举措,切实做好

辖区内防控工作。”

而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应

当发挥自治作用， 协助相关部门做

好社区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和健康提

示， 落实相关防控措施， 及时收

集、 登记、 核实、 报送相关信息。

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配

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大考， 上

海各个社区因地制宜开展群防群

控， 为社区筑起一道健康安全防

线。

社区如何筑起防范疫情的“铜

墙铁壁”， 长宁区街道 （镇） 爱国

卫生服务社专业消杀人员陶贵永最

有发言权。 疫情来临后， 陶贵永每

天要穿梭于各个社区进行社区环境

预防性消毒。

2 月 10 日， 正式“复工日”，

陶贵永早早地来到了单位。 根据排

班安排， 当天他和搭档陆玉峰要对

两个居委进行预防性消毒。 器械检

查、 消毒药水配制、 装桶……做好

个人防护后一切准备就绪， 八点钟

他们背着喷雾器出发了。

4 个多小时后， 陶贵永他们完

成了对 1 个集贸市场、 6 个居民小

区的 12个垃圾厢房及健身苑点、 1

个垃圾中转站、 2 个公共厕所的消

毒工作。 而这样的工作强度， 是他

们每天的工作常态。

据了解， 为了落实 《决定》，

指导居民小区规范开展防控， 长宁

区已经编制下发了 《关于加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告》 和 《关于进一步落实居民区防

疫工作的通知》， 提出关于住宅小

区疫情防控“十条意见”。 聚焦遏

制疫情在社区扩散的关键环节， 为

社区疫情管控制定“路线图” 和

“说明书”， 梳理形成 《长宁居民区

疫情防控任务清单》， 涉及“封闭

管理” “排摸登记” “隔离观察”

“口罩预约” “卫生消毒” “动员

监督” 6 个大类共计 25 项“规定

动作”， 责任主体明确， 任务目标

清晰， 帮助居委会对照自查。

除此之外， 各居委会还可以根

据所辖居民区和居民的不同情况，

在 13项“自选动作” 中选择叠加，

切实提升社区防疫效能， 做到“守

好门、 看好人”。

为了让严格又统一的标准在

185 个居民区迅速落实到位， 长宁

区五类居民区依托分类治理、 差异

化治理的开展， 树牢底线思维， 强

化风险意识， 社区干部和志愿者全

力以赴， 打通联防联控的“最后一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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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消毒

▲小区封闭式管理抗击疫情

荨小区进

出人员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