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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颜芳 许雯斐
通讯员 王彤

“去江北做核酸吧，那边出报告快。”
“我们江北的黄码转码最快。”
“江北新区果然不一样。”
全员核酸检测，18小时完成九成；十多万

人的核酸检测采样名单核实，四五个小时完成。
应对疫情，有的城市获加分，如上海，有的

地方被减分。在突来其来的南京禄口机场疫情
下，诸多表现令江北新区城市形象屡屡加分。

一个成立6年的新区，在突发大考前，为什
么行？

资源向社区倾斜，零距离服务百姓

8月27日上午，网格员胡美仁又来到杨庄
西村2号院，为周家两位老人带来两包口罩。
这一个多月来，胡美仁来过三次了，通知老人
做核酸检测采样，带人上门做核酸。这对八旬
老夫妻无儿无女，住在3楼。临走，胡美仁又把
老人家的垃圾带走。

胡美仁是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新庄社区网格
员。她负责社区的五号网格，即杨庄西村12幢
楼，共490户，1700多人。她的任务就是跑网
格，上楼栋，进居民家。谁家老人生病，哪户人家
几口人，哪个角落有垃圾，胡美仁基本有个数。

疫情期间，江北新区做了三轮全员核酸检
测采样，后两轮要求做到“应检尽检”。白天，
胡美仁在核酸检测采样点配合医护人员做登
记；晚上她就对着登记表，回忆白天看到的居
民，再电话核实，一个晚上就能把五号网格的
所有家庭成员的核酸检测情况摸个一清二楚，
真正做到居住在五号网格的人员“应检尽检”。

看似简单的活，要做到位，很不容易。胡
美仁打出去的电话，一打一个准。为什么？因
为她平常就“泡”在网格中，虽然职住分离普
遍，房产买卖频繁，但胡美仁跑得勤，绝大多数
人员情况她都掌握。

很多社区网格员承担大量对接政府部门
的事务，没有时间跑网格。而江北新区的网格
员中超过一半是专门跑网格，不承担政务事
务。新庄社区书记胡文峰介绍，社区划分为10
个网格，每个网格一名网格员，同时社区还有4
名专职政务社工，社工的职责就是为居民代办
人社、民政等事项。不仅如此，每个社区还有4
名综合执法大队巡逻员。道路保畅通、商户店
家的“门前三包”落实、小摊贩有序、安全隐患
排查……社区的执法大队巡逻员承担了相当
一部分社区治理职能。

胡文峰说，综合执法大队巡逻员在社区巡
逻，一旦网格员发现问题，巡逻员比110更快
赶到现场。疫情期间，巡逻员负责核酸检测采
样点的秩序维护、现场管理，第一轮全员核酸
检测采样，秩序就较好。

大厂街道党工委书记茅俊海介绍，基层社
会治理关键是要把资源、权限深入到社区。大
厂街道有24个社区，划分为6大网格组团，每
个组团有一个综合执法工作组，每组 20个
人。茅俊海说，人员下沉到社区，关键是把社
区的事情解决。

每个网格组分为网格服务组和网格执法
组，确保事情能第一时间发现，最快时间处
理。网格员、社工以及环境绿化、园林、水务、
电力等服务人员列入网格服务组；综合执法大
队巡逻员、综合执法大队网格组成员属于网格
执法组。社区拥有服务和执法两股力量，治理
能力得到夯实。

大厂街道运营中心负责所有事务指挥调
度，上报事件分为三个层级：网格员不能解决
的事项，工单会流转到网格组团，网格组成员
根据工单分类及各自职责分工主动接单处置；
5分钟内没有组员接单，工单会自动流转至网
格组长，由网格组长来研判并协调网格组团力
量处置；超出了网格组处置能力之外的问题，
由网格组长再流转上报网格长（社区书记）。

大厂街道有27万人口、24个社区，大厂老

旧小区多、人口密度高，人员下沉和工单处置流
程改革实施以来，80%的网格事项能够在社区
解决。

江北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罗群介绍，江
北新区实施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双轮驱动”发
展战略。2019年全面推行街道体制改革，将
资源下沉到百姓身边。

新区7个街道成立“大工委”、79个社区成
立“大党委”，整个江北新区被划分成992个网
格，原有社工和各类协理员都下沉到网格。在
江北新区，失业证办理、养老金申请等十余个
民生事项都可由网格员上门代办、上门送证。

街道全部实施“6+1+3”架构，即6个街道机
关部门、1个街道综合执法大队、3个办事中心。
部门变大、人员变少，原先街道班子成员从分管
部门领导变为新机构部门负责人，管理层级减少
一层。

与此配套的是“一张执法清单”，新区梳理
出300项行政处罚事项委托给街道。综合执法
深入到网格组团，深耕基层社会治理“责任田”。

调动社会力量，织密治理网格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个基础不仅来自
于体制内下沉到基层的力量，更来自于广大居
民对基层治理的参与。江北新区普遍发展楼
栋长志愿者，调动居民自治，让居民成为社会
治理的中坚力量。

8月28日晚上7点半，穿着红马甲的毛顺
琴正在宁港二村查检进村居民苏康码，同时提
醒大家戴好口罩。另一位志愿者则为进入人员
测量体温。碰上不认识的人，还要问一句，从哪
来的，去哪家。登记过后，再和居民电话核实。

毛顺琴当天是从下午两点开始在卡点站
岗，工作6小时，很快有志愿者来换班。她是码
头街西巷的楼栋长。但那一片其实没有高楼，
都是棚户区，即将拆迁。毛顺琴所在的社区是
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浦东新苑社区，社区书记路
清华介绍，社区位于老浦口，除了一个小区有
物业管理，其它都是无物管的老旧小区和棚户
区，总共3500余户，9000多人。

疫情期间，大量事务向社区涌来。一轮接一
轮核酸检测采样、人员核查、疫苗接种，密接次密
接以及机场人员排查，居家隔离人员服务……人
少事多怎么办？毛顺琴说，除了临时下沉的党
员干部，社区平常建立的楼栋长志愿者队伍发
挥了重要作用。

浦东新苑有楼栋长30多人，4所学校还有
30多名老师志愿者。前者负责卡点值勤，后者
在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中，功不可没。

在乡村，村民居住分散，拆迁导致人员流
动性大，社会治理面临诸多挑战。长芦街道滨
江村，面积7.9平方公里，实际居住人口5000
余人，包括数百名散居租户。

滨江村党总支书记刘宝金介绍，开车在村里
绕一圈，大约需要1个多小时，全村仅有16名社

区工作人员，要把社会治理做好，必须依靠群众。
长芦街道在各个村（社区）建立“十户联

防”机制，左邻右舍互相监督、互相帮助，发动
群众的力量筑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在这里，相邻相近的10户居民成组联防，选
出一位户长，逐户登记姓名、人口数等信息，充分
发挥乡邻之间人员熟、情况清、动态明的特点，将
社会治理及疫情防控的信息、管理一杆子通到底。

“不要让儿女来了，打电话给他们，让他们
放心，疫情过了，有大把的时间尽孝心。我们
都再忍忍，不给别人添麻烦。”前不久，听说有
户居民的子女要进村探望，滨江村徐云组生产
组长陈先和立马登门做工作。

干了20多年的生产组长，陈先和对家家
户户的情况如数家珍，谁家儿子在外读书，谁
家姑娘嫁到了哪里……他都清楚。“农村就这
样，大多沾亲带故，平日里走动也多，商量个事
很方便。”陈先和笑言。

徐云组有50几户人家，陈先和选了几位
年轻人做起“十户联防”的户长，“年轻人登记
信息清楚，智能设备玩得好，给居民服务方
便”。户长“上任”，他一一嘱咐：“如果发现情
况，你们不好意思开口，就告诉我，我来处理。”

网格加网络，精准施策减少“高负荷”

8月26日下午，在大厂街道城市运营中心
大屏上，随意点开指挥地图上一幢楼宇，就能知
道这幢楼的居民防疫情况，如是否注射第一针
疫苗、第二针疫苗，居民参加核酸检测采样次
数，是否人户一致，这些情况一目了然。记者点
开新华五村社区6号网格，上面显示43人完成
第一针疫苗数，完成两针疫苗人数达到627人。

社会治理离不开大数据赋能，大数据要发
挥效应，底数要清。网格加网络，江北新区大
数据平台精准发力，为基层减负。

“您是否居住在江北新区？您是否参加第
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新区为尚未参加第三轮
全员核酸检测的居民朋友设置了补检点，8月
4日前均可采样……”8月1日晚9点33分，家
住江北新区顶山街道的张女士接到了号码为
025-88029451、标记为“江北新区疾控中心智
能外呼”的电话。

“全市采样点那么多，新区怎么这么快知道

我漏检了？”张女士的疑问在大数据里有答案。
在南京市开展第三次全员核酸采样后，江

北新区共获取16.3万条苏康码登记在新区、但
未参加第三轮采样的人口数据。按照以往，这
16.3万条信息，要由社区工作人员一个个打电
话，甚至上门排查，基层“跑断腿”，数据还未必
精准。

江北新区科技创新局牵头，组织新区大数
据管理中心对16.3万条数据开始了分析比对
和精准清洗。依托新区人口大数据库和网格
员长期进行的动态更新的基础数据，江北新区
补缺了近10万人的准确信息，重新更新了人
口地址并补充家庭属性，将其中2.4万条0-7
岁、3.4万条7-18岁的人口信息匹配至家庭住
户。人口管理、家庭管理“双管齐下”，数据直
接缩减至14万条，精简后的数据与社区网格、
楼栋精准挂钩。

包括张女士在内的14万人收到了一对一
电话回访，但这些电话的拨打者并非网格员或
社区工作人员，而是AI智能外呼。江北新区
通过5000路的高并发呼叫，四五个小时就完
成了全部呼叫提醒任务，呼叫接通率达到
85%。对剩余呼叫未接通或数据不全的2万余
人，再通过社会治理一体化平台派发至网格做
进一步核实。

直接节省75%以上的人工工作量！
大数据加上区块链技术，公共场所进出只

需扫码，在某个地方，某个时段，相关群体，都
在大数据掌控中，为常态化防疫提供流调精准
信息。

在江北新区网格数字化治理平台上，视频
联网平台汇聚了3900多路视频点位数据，用
于隔离点、核酸采样点现场管理和指挥调度。

网格数字化治理平台覆盖了新区15个部
局、7个街道、79个社区、1017个网格，横向打
通数字城管、综合执法、社会治理、民政关爱人
群、12345政务热线等多个业务条口系统数
据，并结合网格员“数字网格”动态采集和更新
网格内信息，汇总形成区街两级“基层数字治
理一张图”，初步构建完成新区多部门协同治
理信息化平台基础框架。

人员进网数据连通，社会治理现代化，江
北新区正阔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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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许雯斐
通讯员 王彤 赵婷婷

“植入”社区防控管理的区块链技术；突
击上岗在交通查验点“引路”的机器人；一夜
之间建起的“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在江
北新区的疫情防控一线，有一股力量迅速汇
入战疫一线，与千千万万抗疫力量一同与病
毒“赛跑”。

“体温36.2度，绿码，请通行！”在南京江北
新区顶山街道阳光帝景小区大门处，居民微微
弯腰，人脸识别系统“验证成功”，闸机打开，顺
利进入小区。“家里老人孩子的健康码都绑定在
我手机上，以后刷脸就能进出，他们要出门不用
我随时陪伴，真是省心多了。”一位居民感慨。

近日，江北新区启动“链通万家”疫情防控
通行系统，各个街道正有序推广。居民通过扫
码，进入“链通万家”小程序，通过填报基本信息
进行注册，今后便可以使用该系统在区域内各
类防疫卡口扫码通行，从前的查验“三件套”（查
苏康码、测体温、戴口罩）变为了“一码通行”。

这与出示健康码有何不同？顶山街道办
事处副主任龙晓丽介绍，该系统以区块链技术
为支撑，建立疫情防控信息化平台，它与健康
码实时对接，居民刷码，后台即时比对、记录，
一方面方便居民通行，另一方面有助于今后疫
情防控工作中的溯源和监测。

区块链技术具有全程留痕、可追溯、公开
透明、集体维护等特点。去年，江北新区推动
一批试点小区启动“区块链+社会治理”项目，
破解了公共维修基金使用、业委会选举等小区
管理难题。用于“区块链+社会治理”项目的应
用小程序“链通万家”，是由江北新区企业南京
金宁汇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居民此前已通过‘链通万家’小程序进行
身份认证和房屋产权绑定，此次，只需后台做好
数据互通和链接，即可快速启用疫情防控通行
系统。”南京金宁汇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行系统与智慧小区、街道指挥中心进行数
据对接后，居民进行人脸识别，小区门岗、社区、
街道三级都可收到信息，并记录留痕。这些数
据可以成为疫情防控中溯源、流调等大数据的
重要补充，让此类工作更高效、更精准。

再看阳光帝景小区，为什么这里的居民
“先行一步”，连“扫码”都不用，直接实现了“一
次扫脸、后台认证、直接通行”？

近两年，江北新区内建设多个智慧小区，
顶山街道阳光帝景小区是其中之一。智慧小
区的“智慧”从居民走近大门的那一刻就已经

开始。人脸识别门禁自动辨认身份、智能摄像
头红外远距离监测体温，而外来访客则必须由
小区住户通过智慧小区小程序生成二维码发
送至访客手机后才可以扫码开门。

来到小区楼栋门口，人脸识别门禁再次出
现，而这一次的“识别”被赋予更多的“使命”：
通过联网实时监控实现“人过留影”，对居家隔
离人员等重点人群实时监测；对独居老人、残
障人士等特殊人群实行轨迹分析，若发现三天
以上无出入记录，系统会通过智慧小区平台及
时通知工作人员上门查看。

两次人脸识别，每次不过一秒钟，这背后是
智能技术为保障小区安全设置的“层层关卡”。

“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扫码，准备健康
码、行程码。离开南京的朋友，需要准备48小

时阴性核酸检测证明。”疫情期间，在宁洛高速
曹庄查验点现场，伴随着舒缓的音乐，一声声
亲切的提示音穿梭在排队离宁的车辆中。

声音的主人，是移动交通引导机器人——
小萃。为了加速离宁外出车辆的审核流程，减
轻外勤员工工作强度，由江北新区新研机构江
苏集萃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防疫
机器人“小萃”诞生了。

全天候自动语音播报、舒缓音乐播放、上
传通行数据至云端……技术研发人员根据现
场情况搭建针对场景的自研智能系统，保证

“小萃”能够与现场人员协作，提醒排队的车辆
按步骤完成扫码操作。

8月21日，南京青奥体育公园内18个“猎
鹰号”气膜舱关灯，“猎鹰”休舱！

整整一个月，这里的空气弥漫着前所未有
的紧张。7月24日连夜搭建，7月25日陆续投
用，之后的每天，南京全市多地的鼻咽拭子样
本从四面八方被送往位于江北新区的青奥体
育公园气膜实验室。

一份核酸样本从进入实验室，到拿到检测
结果不过4小时。每个气膜实验室全天候运
转，日检测产能可以达到3万管，6组实验室总
计日检测产能达18万管，如果按照10混1的采
样方式，可帮助南京市一天内完成180万人份
的核酸检测，承担着全市约1/5的检测工作量。

“猎鹰号”，这个有着凶猛名字的实验室由
广州实验室、国家呼吸中心、广州呼研院、金域
医学等联合共建。而日夜“轰鸣”的实验室内
外，与“猎鹰号”一同，与病毒“赛跑”的是从全国
各地而来的超200名检测人员、物流人员，他们
是有着丰富的大规模检测经验的“老兵”，曾参
与武汉、新疆、广州、成都等省市区的抗疫。

在气膜实验室建成之前，“猎鹰号”已闻名
遐迩。南京禄口机场疫情发生之初，一台台

“猎鹰号”开进火车站等重要点位，大大增强南
京核酸检测能力。而在此前，“猎鹰号”也已多
次“奋战”在全国发生疫情的地区。

在“猎鹰号”实验室十几公里之外，江北新
区的一处体育馆内，世和基因旗下迪飞医学搭
建了南京第一个核酸检测“方舱”。同样是在此
次疫情发生之初，这个占地500平方米的实验
室，用半天时间就完成了基础施工搭建，配备40
台荧光定量仪和150名实验人员，每天能完成
30万人份的检测任务。

去年，江北新区20余家企业参与“科研抗
疫”，在核酸检测、疫苗研发、治疗药物等领域
崭露头角，今天，他们再次走上了“科研抗疫”
的最前线，这一次他们成为了主力。

查验“三件套”变成“一码通行”

城市“大考”，科技“军团”一马当先

南京青奥体育公园内的南京青奥体育公园内的““猎鹰号猎鹰号””气膜舱气膜舱。。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核酸样本检测工作。

联合
主办

江北新区党工委宣传和统战部

新 华 日 报 社 南 京 分 社

沿江街道居民使用拼豆做的医护人偶。

◀ 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夫妻隔空“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