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从外地返沪人员增加，为确保返
程和企业复工安全有序，上海市疫情防控
各环节紧密衔接，压实责任持续坚守。

2月9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通过视频
系统检查上海全市主要交通枢纽、入沪道
口、公共场所疫情防控以及城市运行保障
情况，并连线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了解有关工作最新进展。李强
强调，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必须
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疫情防控作为当
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防控必须从严、措施
必须精准、责任必须压实，更加有力有效地
动员全市各方面力量织紧织密防控网络，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立法树严规

“随着返程客流的到来，防输入和防扩
散的任务很重。”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顾洪辉10
日上午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上海正根据超大型城市和国际枢纽的特
点，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坚决把道
口守牢、小区管住、单位管好。

2月9日下午，上海发布《关于鼓励错
峰上下班的通告》，鼓励市民错峰上下班。
《通告》还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科研、
IT等行业从业人员居家办公、在线办公、
错岗上班、分时到岗、轮流到岗。

这些细致的规定，体现了上海“绣花
功夫”精细化管理的特色。当“战疫”打
响，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迎来了一场精细
化管理的“大考验”，连日来，上海各行业
各部门已出台了80多个针对性的防控标
准和分类工作指导。比如，目前上海市部
分宾馆饭店尚在营业，为更加有效抓实抓
细防控工作，上海市文旅局会同上海市旅
游行业协会2月5日出台《上海市旅游住
宿业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明确台账“一人
一卡”、公共用品“一客一换”、餐厅用餐

“分餐进食”等制度。锦江都城酒店管理
公司首席执行官昝琳告诉记者，公司旗下
所有酒店早在1月24日就已要求所有入
住客人测量体温，体温正常才可入住，并
对所有入住客人的早餐实行打包和送餐
到客房的做法。

面对疫情严峻考验，上海快速决策，立
法树严规。2月7日上午，上海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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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生效。该《决定》
颁布后，受到社会各方赞誉，认为这是“依
法防控”的地方人大生动实践，为上海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法治
支撑。

“非常时期，非常立法。”上海市人大代

表许丽萍说，现在正值各类人员大量集中
返沪、企业集中复工的关键时段，防控难度
相比之前更大，需要采取更加严密有力的
防控措施。上海静安区华山居民区党支部
书记潘志歌说，在搜集居民的相关疫情防
控信息时，绝大多数人都很支持配合，但也
有少数居民不愿如实告知。“之前我们只能
苦口婆心，现在有了这个《决定》，工作起来
就硬气多了。”

2月7日14时58分，44岁的上海人陆
某未佩戴口罩进入轨交四号线临平路站。
被拦下后，陆某非但不听从安检人员和车
站工作人员劝阻，还动手推搡安检人员。
随后，民警将其控制并检测体温后，依法对
其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他也成为上海首
个因不佩戴口罩强行冲闯地铁车站而被行
政拘留的人。

执法必须刚性，维护企业稳定则需关
怀备至。2月8日，上海市政府公布了《上
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初步测算，其中的

‘减免缓退’各项政策预计可为企业减负超
300亿元。”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
发改委主任马春雷表示，上海将切实为各
类企业减轻负担，加大金融助企纾困力度，
着力做好援企稳岗工作。

此外，“一网通办”作为上海数字政务
服务的品牌，在此次抗击疫情战役中大显
身手。通过“一网通办”平台、“一网通办”
智能自助终端载体引导居民网上、掌上办
事服务，从源头上减少受理大厅现场人员
流量。“一网通办”还上线新冠肺炎防控专
栏，通过多端联动，提供上海疫情最新动
态、实时防控公布（全国/上海）、来沪人员
健康登记、相关查询服务、长三角其它省市
相关信息汇总栏目。

交通“三全”管

2月 9日开始，各类人员大量返沪，
上海处于“防输入、防传播、防扩散”的关
键阶段，各交通道口、车站、机场、公交、
轨道交通等场所成为严防死守的关键
位置。

疫情就是命令，疫情之下没有局外
人。自2月3日零时起，上海市9处高速道
口检査站严格落实“逢车逢人必登记”措
施。近几天，每天零点，上海普陀区曹杨二
中老师方超杰，都会准时出现在上海花桥
道口，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开始新一班次的
测量体温志愿服务工作。作为上海普陀团
区委青年志愿服务教育系统负责人，在志
愿值班之外，他还要联络协调、准备物料，
往往一天只睡很少时间。

像方超杰这样的志愿者，普陀全区共
有600余人，以一天24小时、每6小时一
班轮换。虽然夜很黑、天很冷，而且一站就
是6个小时，常常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但他们不觉得苦。“能为抵抗疫情做一点是
一点，这一点点聚集起来，就是战无不胜的
力量。”方超杰说。

正是有了这些志愿者的坚定支持，上
海各个重要交通场所的防控工作才能严格
落实到位。

“3、2、1，通过。”2月9日上午，返沪旅
客正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北三出口处排队测
量体温。红外体温测量仪的显示屏上，倒
数三秒，随后体温正常的旅客就可通过，等
候队伍井然有序，全程不过数分钟，一批旅
客就全部测量完毕。目前，铁路上海站、上
海虹桥站、上海南站、上海西站等车站在
进、出站口均设置测温点，在出站口设置留
验站，对全部到达、出发旅客进行测温。而
当旅客测温之后，还需要在市民健康云平
台登记健康信息。

记者从上海机场集团了解到，自1月
28日起，上海虹桥、浦东两大机场实施对
所有进出上海航班的旅客进行测温登记排
查，进入航站楼、办公楼等公共场所的所有
工作人员同步进行体温检测。虹桥机场指
挥中心副主任施新颜说，目前，浦东和虹桥
两大机场共设置出港旅客测温点46个，进
港旅客测温点18个，基本配置了红外非接
触式测温仪和手动复检测温，可保障大客
流测温并防止客流积压，并对旅客使用较
频繁的航站楼洗手间、母婴室、电梯、自动
扶梯等设施增加消毒频次。

在上海市内交通方面，防控措施持续
升级。地铁方面，上海地铁自2月3日起
陆续在各地铁站实施乘客测温进站，目前
上海地铁全网络共计106座车站实施测温
进站。上海地铁每天通过广播、视频等多
种方式提醒广大乘客，乘坐地铁必须佩戴
口罩，对未佩戴口罩的乘客，上海地铁将进
行劝离。

上海久事公交旗下巴士四公司九车队
实习驾驶员葛昊庆告诉记者，他和车队队
员们经常在深夜为车辆消毒：“扶手是市民
接触最多的地方，所以要多擦两遍。”从大
年初二开始，每晚葛昊庆都会和同事们来
到上海普陀曹杨路停车场，在每一辆车的
车厢地板、扶手、座椅靠背、驾驶室等仔细
喷洒消毒液并擦洗，夜晚寒冷的气温经常
把小葛他们冻得瑟瑟发抖。“相对奋战一线
的医务工作者来说，我们的这点付出不算
什么。”葛昊庆说。

记者从上海久事公交了解到，截至目
前，久事公交在全市76个枢纽站、262条
线路终点站为上下车乘客做体温测量工
作的同时，在42个封闭式枢纽设置了发热
乘客临时安置点。这几天久事公交利用新
技术，再度加大公交车厢消毒力度，在公交

线路试点推广采用大型电动喷雾器喷洒新
型消毒剂进行车厢消毒，通过电动喷雾器，
消毒因子能很好地悬浮在空气中，对有害
微生物进行持续有效消杀。

公共交通是城市流动窗口，上海正在
全力做到全天候、全过程、全覆盖“三全”管
理，确保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社区挑重担

2月6日19时，天空下着小雨，金山区
朱泾镇金汇居民区金玉良苑小区门口，一
抹身披雨衣的“志愿红”正与小区保安、社
区工作者并肩作战。每当有车辆、人员进
入小区，他们都会上前一一询问：“您好！
您是本小区居民吗？从哪里回来？……”

“我们这里人口密度大、人员结构复
杂、社会关注度高，这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
不小压力和挑战。”朱泾镇党委书记李士权
告诉记者，全镇各行各业的2000余名志愿
者走村入户、走街串巷，参与排摸、道口值
守、测量体温、口罩预约登记等工作；还按
照镇村社区三级属地负责制，实行网络化
管控，下发责任清单，选配村（居）干部、村
民组长、楼组长、老党员600余人，建立56
个网格，做到“人在网中，事在格中”。

既有人海战术，又有科技助战。“预约
登记用掉一个口罩，领购买凭证用掉一个
口罩，去药房再用掉一个口罩……”为了避
免出现如网友调侃的不利影响，2月2日开
始，上海杨浦区江浦路街道打通药房、居
委会、居民三个环节，在街道官方微信号上
进行预约登记，基本实现了官微线上登记
预约的全覆盖，这样居民仅需去药房跑一
次，就可以顺利买到口罩。实现了防疫期
间，让数据多跑路，让居民少跑腿。

杨浦区大桥街道的居民区里，在每个
单元最显眼的位置，都能看到一张手写的

“温馨提示”。由于时间急，来不及打印，居
委会干部们就用手写。这些告示的内容基
本上每张都不一样，有的提醒社区居民尽
量不要出门，做到勤洗手、戴口罩，出现发
热及时就医等防感染措施；有的告知居民
如果有武汉回沪的居民或做客的亲戚及时
打电话告知居委会。

“再坚持一下。”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刻，已经坚持许多天的“小巷总理”们已经
非常疲惫，但重任在肩，他们依然坚守岗
位，和医护人员一样，24小时在线、24小时
待命。都说上海精细化管理特别细致，这
细致的背后、这里面的精髓、这里面最坚实
的力量，就藏在奔波在上海街头巷尾的“小
巷总理”身上。

“广大基层一线同志克服困难、连续
奋战，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负重前
行。”李强说，为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为了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安全有序，全市
各级各方面不能松劲、不能懈怠，必须一
严到底、一控到底。

从政府工作人员到普通市民，从各行
各业到各个社区，大家顾全大局、严防死
守、支援技术、主动奉献。在疫情面前，一
座城的“硬核”与温情相交融，正展现着上
海独特的城市品格。在历次考验中被称道
的“魔都结界”能力，正是在这个超大型城
市的基层工作者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下
织就的。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冒着
风险，在车站、列车内开展消毒防疫，为旅客出行提供安全、卫生
的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们就有了一个新任务——对每组列
车进行防疫消毒，动车组在入库后第一件事就是由消毒防疫人员上
车开展防疫消毒。”上海华铁旅客服务公司虹桥库内项目部经理祁苏
兰说，给高铁列车消毒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目前，除去因疫情停运
的动车组，上海虹桥动车库每天需要防疫消毒的动车组有90组左
右。其中，白天有30组左右，夜间有60组左右，每天从事防疫消毒
的工作人员有26人，白天有2个作业小组共9人，夜间有4个作业小
组共17人。

“90后”小伙李朋朋是一名高铁防疫消毒工作的“白班”防疫消
毒工。量体温、穿防护服、戴橡胶手套和护目镜……每天早晨7点，
他都会准时来到上海虹桥动车应用所，穿戴整齐后立即开始给列车
进行防疫消毒。为了在消毒的同时又不腐蚀车体，他们采用小喷壶
按部位喷洒药剂再用抹布擦的方式。

“一上车，一场与新冠病毒的‘战斗’就开始了，我们必须
做好充足准备，装备齐全才能打赢。除了备足消毒防疫药剂，大
家还要检查三色抹布是否带齐。”李朋朋告诉记者，按照操作规
范，不同部位要用不同颜色抹布才行，卫生间坐便器用红色抹布
抹擦消毒，卫生间墙面、扶手用绿色抹布抹擦，车厢内部位用蓝
色抹布抹擦。

李朋朋说，从扶手、板壁、电水炉到洗脸间、厕所、垃圾箱，每一个
旅客可能会触碰的地方都不能放过。“行李架、小桌板、座椅扶手以及
窗台都是旅客接触最频繁的部位，也是车厢里消毒的重点部位。”

防护服密不透风，一组列车消毒完毕，李朋朋的衣服早已被汗水
浸透了。“从早上7点上岗到17点结束作业，中午只有半小时喝水、
吃饭时间。”李朋朋说，为了能对更多的列车进行防疫消毒，能让更多
旅客安全出行，自己辛苦一点也开心。

2月7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传出的信息显示：“从农产品批
发市场数据看，蔬菜、猪肉供应平
稳。上海蔬菜批发量每天在4500
吨左右，每天交易结束后保持5000
吨至6000吨的周转量。市民餐桌
最常见的蔬菜品种丰富、供应充
足。”这一数据的背后，是沪郊蔬菜
出产区的持续努力。

“大家种的时候，首先观察苗
的形态，‘两叶一芯’的可以种
下，其他一律为不合格。”上海金
山枫泾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站长周
国峰说。最近，周国峰和副站长王
亚林天天“泡”在农业大棚里，以前
他们传授知识的对象是农业合作社
负责人，但是最近多了一批“学生”，
每天在他们的指导下，撸起袖子抢
种菜苗。这些“学生”是前来帮忙的
志愿者。

“疫情防控要做好，春耕生产也
不能耽误。”周国峰告诉记者，立春
之后气温回升，正是春耕春播的好
时候。但不少合作社负责人向他诉
苦：人手紧缺。

位于枫泾镇中洪村的阿林果蔬
合作社，平时有员工近30人，但目
前均在外地，不能按时复工。“大棚
里的苗都育好了，如果这两天不种
下去，之后蔬菜的供应就跟不上
了。”合作社负责人王林军说。

在了解具体情况后，枫泾镇农
业技术服务推广站的11名志愿者
主动请缨，下田抢种菜苗。“虽然有
专业知识‘傍身’，但是如何种好还
是需要老师傅亲自指导。”负责绿
色认证条线的农技站工作人员许
馨怡说。

“看，这里种的就不错，我们不能把苗芯埋了，同时也要注意苗与
苗的间距。”在王亚林的指导下，11名志愿者一下午就种植了3个大
棚，包含西兰花、生菜等多个品种。“现在种下去，成长期快的蔬菜3
月底就能上市，像西兰花之类的要4月底成熟。”王亚林说。

目前，阿林果蔬的有机产品已进入叮咚买菜、盒马鲜生、春播等
平台，每天供应7000袋至9000袋规格不等的绿色包装蔬菜。之后
几天，这些志愿者还将继续忙碌在农业种植一线。

这些志愿者都有着“双重身份”——白天他们是抢种能手，晚上
则深入社区一线，当起了社区“看家人”。许馨怡说：“相比医务人员，
我们不算辛苦。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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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节后错峰返程期，交通

运输疫情防控和保畅压力叠加，疫情

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对此，上海广泛动员，积极应对：

从政府工作人员到普通市民，从各行

各业到各个社区，大家顾全大局、严防

死守、支援技术、主动奉献。疫情面

前，一座城的“硬核”与温情相交融，正

展现着上海独特的城市品格。

高铁防疫消毒工

忙碌的一天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面对返程客流，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上海：“硬核”与温情交融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 凯 沈则瑾 李治国

上海金山区枫泾镇中洪村阿林果蔬合作社，志愿者正在蔬菜大
棚里忙碌。 庄 毅摄（中经视觉）

1月31日，在G15沈海高速（沪浙）检查站，民警、医务人员组建临时联合党支部。 庄 毅摄（中经视觉）

上海金山朱泾镇购买口罩可手机扫码预约登记，实现了防疫期间，让数据多跑路，让
居民少跑腿。 庄 毅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