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透新要求，打好总体战，全校党政正职干部会议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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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最关键
阶段，决战已经打响。面对挑战
压力之大前所未有、防控之难超
乎想象的疫情，八方力量汇聚，
队伍尽锐出战。生命重于泰山，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大仗硬
仗。在这场疫情防控的遭遇战、
阻击战、阵地战、总体战中，每一
名复旦师生都是战士，与家国同
担当、与城市共风雨，守护校园
生命健康共同体。

决战当前，你我都要把每一
份责任扛在肩头。无论你是闷
在宿舍，闭在家中，还是坚守在
管理保障、志愿服务的岗位上，
每一个人都是战士，都在为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大决战作贡献。
战士的责任就是闻令而动、令行
禁止，站好每一班岗，守好每一
份责，遵守每一条纪律。足不出
户也是在战斗，听从统一号令、
牺牲一些个人自由、改变一些日
常规律也是在行动。打赢这场
战争，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为
打赢这场战争遵守防疫规定和
防控安排，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责任。

决战当前，你我都要多一份
为他人为集体的担当。回归如
常生活、恢复如常校园，是大家
共同的期盼。为了这个共同的
目标，下最大决心、用最严要求、
尽最大努力，不打折扣落实好每
一项疫情防控要求、每一条封控
管理举措，需要你我多付出一份
担当。以快制快，才有速度；握
指成拳，才有力量。在这个特殊
时期，自我要求、自我约束、自我
管理、自我保护，用自律的行动
创造井然的秩序，为学校也为城
市注入坚持的力量。多一份自
我约束，就是多一份为他人为集
体的担当。

决战当前，你我都要多一份
感恩多一份互相理解与包容。
从援沪医疗队到抗疫物资，全国
各地驰援上海的消息感动着、震
撼着、鼓舞着我们，当这一切在

身边发生时，更读懂了“中国人”
的内涵。从冲锋在前的志愿者，
到奔波忙碌的辅导员，从学业指
导不停、关心关怀不断的教师导
师，到服务保障不歇、回应需求
不止的管理服务人员，当这一切
就在身边时，更明白了“复旦人”
的意义。对每一份付出多点感
恩，对每一点不如意不顺心多些
理解与包容，让抗疫成为彰显人
间正道、涵蕴家国情怀最鲜活的
教材、最生动的课堂。

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
见月明。这座城市和学校正在
经历重大考验，只有把点滴的坚
守付出汇成决胜的强大力量，每
个人认真做好每件事、温暖每颗
心，才能守护好复旦人的共同家
园，护得学校平安、师生健康。
待雨后初晴，共沐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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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复旦大学发布《关

于严格落实校园封控管理举措

的通知（2022年第4号）。

《通知》指出，根据上海高校

疫情防控工作统一安排，学校自

即日起按要求采取严格封控管

理措施，有效杜绝校内人员与校

外传播源交叉感染。

一是严格校门管理。人员

原则上只出不进，如因就医、服

务保障等确需出入的，严格审

批。暂停教职工岗位轮换，实行

全部人员住校管理、坚守岗位。

二是严格网格管理。全校

统一实施“足不出楼”的管控措

施，最大程度避免人员交叉。处

于封控状态的“气泡”，封控期

内严禁外出、送餐到楼。处于准

封闭管理的“气泡”，人员可根

据安排轮流到本“气泡”内的食

堂或指定取餐点取餐，暂停“虚

拟通道”。核酸检测和取餐错

时、错峰、错通道。暂停开放教

学楼、体育场馆等公共空间。严

格“场所码”管理。

三是严格核酸检测。自 4

月 4 日起，每日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或按规定要求实施抗原检

测。抗原检测异常的，立即加做

一次，二次异常即采取隔离转运

措施。

四是严格快递物流。严禁

外卖。暂停快递服务和接收外

来物品。涉及药品等特殊情况

的，必须经过审批、严格消杀。

五是严格全面消杀。落实

全民清洁消杀要求，对校内师生员

工所有学习、工作和生活场所进行

专门消杀，不留死角。按专业要求

消杀食堂物品、冷链水果等。

六是严格健康管理。所有

人员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加强每

日健康监测和填报，保持良好卫

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

七是坚持师生为本。全力

解决校内外师生的实际困难，继

续发挥“旦问无妨”咨询服务作

用。加强关心关爱和人文关怀，

引导健体健心。广大党员坚持

“党员先上”，在大战大考中彰

显特殊责任、特殊担当。

八是严格执行纪律。对违

反防疫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对履职尽责不到位的，问责

追责。

《通知》明确，上述措施暂定

执行至4月15日，后续根据上级

要求及时调整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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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校园严格落实封控管理举措

本报讯 4 月 4 日下午，复旦

大学召开全校党政正职干部视

频会议，对从严从实做好下一阶

段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再强调再

部署再落实。校党委书记焦扬

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校长金

力主持会议。校党委常务副书

记周亚明传达国务院副总理孙

春兰在沪调研疫情防控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校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金海燕传达教育部副部

长钟登华检查学校防控工作指

示精神。校领导班子、上海医学

院领导班子、全校党政正职干部

出席会议。

护复旦平安师生健康

焦扬表示，学校启动准封闭

管理以来，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

卒，各个条线主动担当，各个单

位守土有责，广大党员闻令而

动，全体师生听令而行，真正体

现了复旦人的政治坚定、大局观

念、奋斗精神和坚韧品格。她代

表学校向全体师生表示敬意和

感谢。

焦扬指出，学校已经全面进

入战时状态，要有战时要求、战

时效率、战时作风、战时纪律。

在座同志是学校的“关键少数”，

一定要挺起腰杆，要坚决统一思

想和意志，务必把思想、意志和

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委要求上

来。要发挥战时指挥体系效能，

不折不扣落实好每一条封控手

势和举措。全校形成一个整齐

的防控体系，统一部署、统一号

令、统一要求、统一行动，每个

“气泡”都是阵地，每个条线都要

主动担当，每个岗位都要尽责到

位，每位师生都要严守纪律、发

挥作用，决不能有任何侥幸心

理、决不能有丝毫麻痹懈怠、决

不能有须臾掉以轻心，打好防控

总体战。

第一，发现处置要更加高

效。把好核酸检测、隔离转运、

流调溯源“三道关”，加强底线思

维，从最坏可能出发，做最充分

的准备。第二，封控管理要更加

严格。暂停快递，封控校门，管

住楼门，全面消杀，完全排除风

险系数很高的“破防点”。第三，

党建思政要更加有力。做到政

治动员到位，围绕“严峻形势下

的责任与担当”主题组织全校党

员过好一次组织生活、认清防控

斗争中的责任担当和使命；人文

关怀到位，切实解决师生员工实

际问题，把关心关怀送到每位师

生心坎上；宣传引导到位，真正

凝聚共同抗击疫情的强大正能

量。第四，四方责任要更加压

实。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全面查

找漏洞、切实补短板。压实校区

属地责任，各校区都要全力争取

校区所在地方支持，各网格都要

配置管理力量、形成强有力的团

队。压实部门条线责任，坚持重

心下沉、统筹协调，主动补台、迎

难而上。压实师生个人责任，坚

持“抗疫斗争、人人有责”，形成

校园、楼宇、寝室自律自强的鲜

明导向和浓烈氛围，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

发挥全体复旦人力量

金力表示，学校坚决打赢

疫 情 防 控 大 仗 硬 仗 的 决 心 不

变，全力守护师生生命健康的

初衷不改，尽快战胜疫情、恢复

正 常 生 活 生 产 秩 序 的 信 念 不

移。他对各条线干部、师生坚

守岗位，大后勤同志们辛勤劳

作表示感谢。

金力强调，面对严峻挑战，

要沉着冷静，坚持就是胜利，坚

持才能胜利。各项要求、任务必

须坚决贯彻落实到每一件事、每

一个人，复旦是全体复旦人的复

旦。他表示，特殊时期更要发挥

全体复旦人的力量。学生要逐

步自我管理、园区逐步自我运

行；老师要关爱同学，导师关爱

行动要不折不扣地动起来；校内

外的管理力量也要相互支撑，做

好前方和后援的交替准备。

阳光总在风雨后。金力提

醒大家务必继续打起十二分精

神，扛起政治责任，守护干净校

园，守牢基本面稳定，坚守阵地、

经受考验、咬牙坚持、迎接胜利。

又讯 3月29日上午，复旦大

学党委召开分党委书记线上会

议，校党委书记焦扬主持并讲

话，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金

海燕传达上海市委近期会议精

神，校党委副书记尹冬梅传达教

育部党组相关工作通知，校党委

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

正宏介绍上海医学院近期疫情

防控工作情况，校党委常务副书

记裘新，常务副校长许征，校党

委常务副书记周亚明、副书记尹

冬梅分别部署各条线准封闭管

理下阶段工作。

汇聚起疫情防控强力

焦扬表示，学校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疫情防控

精神与决策部署，深刻认识疫情

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能

胜利”，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压

实主体责任，做实做细防控措施

和应急预案。广大干部师生尽

责尽心尽力，众志成城，守护校

园安全、守护师生健康。学校党

委“中心线”率先垂范，校领导班

子到各校区带班值守，实施每条

线日研判、重点问题专题研判、

每周全校调度会议，保证校内指

挥体系坚强有力。二级党委“中

场线”坚强有力，切实履行疫情

防控首要责任，用心用情守护

学生，为学校防控有序、运行平

稳 奠 定 坚 实 基 础 。 党 团 支 部

“生命线”主动作为，闻令而动、

听令而行，汇聚起疫情防控的

强大力量，“党员先上”继续成

为鲜明标识。

焦扬指出，上海疫情防控当

前处于最吃劲阶段，要坚决克服

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

松劲心态，服务大局、守土尽

责。坚持师生共建校园生命健

康共同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从严防控、守住校园就是守住师

生健康；坚持准封闭不停摆、以

防控促发展，统筹疫情防控与事

业发展，把抓好教学科研作为稳

定校园、凝聚人心的重要抓手，

努力保障非正常条件下的正常

办学秩序；坚持把解决实际问题

与解决思想问题紧密结合，及时

回应关切、解决问题，引导师生

树立相信科学、顾全大局、信任

学校，保持科学理性、自律守纪、

听从安排；坚持让党旗在一线高

高飘扬，各级党组织和每一位党

员都要成为风雨来袭时的中流

砥柱，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

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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