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是扎牢疫情防控网，

守住城市安宁，还是加紧复产

复工，重现健康发展活力，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上海始终是

科学理性、精准有序、毫不放

松地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

上海金山农技站技术人员在田间查看蔬菜生长情况。
庄 毅摄（中经视觉）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执勤民警正在分区检查。 诸晨超摄（中经视觉）

上海石化金昌公司加紧生产熔喷布专用料。 李英豪摄（中经视觉）

上海确诊病例持续多日零新增、治愈出
院超九成；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
97%，外资行业复工率99.9%，生物医药、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三大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
复工率近100%……

鏖战1个多月，无论是防控疫情，守住
这座超大型城市的安宁，还是尽快复工复
产，重现平稳健康发展活力，上海都众志成
城、全力以赴。

抓实抓细密织防控网

上海是国内开放程度最高的国际性城
市，又地处东南沿海中部，是经济最活跃的长
三角核心地。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要求，上海
要“科学理性、精准有序、毫不放松地把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抓实抓细”。

这样的“抓实抓细”让拥有2400万常住人
口的上海在疫情来势汹汹时，启动“一级响
应”，牢牢稳住阵脚；也让上海在外来输入风险
持续冲击下，依然守住口岸站点、道口枢纽，通
行有序，每一个可能的疏漏都被死死堵住。上
海，在疫情面前尽显沉稳有序的大城风范。

在上海第一例确诊病例拉响抗击疫情警
报之前，上海就已启动全城防控措施。上海
对各级干部的要求是必须充分做好准备，迎
接可能出现的疫情，这是一场“上海保卫战”。

疫情暴发后，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同志分区分片奔赴一线，对一个个
专题进行深入调研，一旦发现问题，立即采
取措施迅速解决，毫不含糊。而每天定时举
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详尽介绍上海防控疫情、复工复产和社会民
生等一切公众关切的问题，让市民因信息公
开透明而安心放心。

上海的机场、火车站、省界公路道口，逢
车必检、不漏一人，一张全覆盖的防疫大网
把全上海所有陆地、水上和空中给严严实实
地罩上了。全市1.3万个居民小区，全都只
留一门进出，保证拉网式排查和点对点防控
不留死角。3月10日，记者走进邮局、银行
网点采访，依然需要测体温、登记信息，这张
网并没有因为防疫形势趋稳而“网开一面”。

随着复工复产加速和全球疫情蔓延，上
海返程客流和境外回流激增，人们再次把目
光投向上海的海陆空“大门”，担心疫情输入
风险陡增，千万人的付出和坚守会被辜负。
面对更为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上海，
严阵以待。

出入境口岸成为疫情防控主战场。上海
边检主动加强与上海海关执法协作，选派优秀
执勤民警组成党员“抗疫”突击队，主动前置边
检关口，常驻上海海关执勤联络点，确保一旦
出现疑似病例人员能第一时间为其办理边检
查验手续，提高转运效率，避免扩散风险。

形成合力促复工复产

3月7日，上海浦东新区重大工程全面
复工正式启动，共复工35项重大工程，涉及
重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文化产业、卫生养
老等项目，总投资418亿元。这是疫情发生
以来上海最大规模的重大工程复工行动。

记者在隧道股份上海路桥承建的济阳
路快速化改建工程2标项目工地看到，复工
首日，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箱梁之间的湿接缝
施工。工地入口处一台红外线智能测温仪
正在对戴着口罩的施工人员进行人脸识别
和体温监测，如果有人忘记戴口罩，智能测

温仪还会发出警报提醒。
隧道股份上海路桥济阳路项目经理曹

沂锋告诉记者，在严格管控疫情风险的同
时，工地第一时间启动了务工人员返程工
作，“点对点”组织江苏、安徽等地区作业人
员67人集中返沪，落实隔离措施，储备防疫
物资。自2月初起，项目团队已对材料组
织、主线桥梁顶升、外环立交拆除等方案进
行了优化，以确保复工后项目更为高效有
序。3月中旬，现场管理人员和施工队伍人
数将达140人左右，基本恢复到节前水平。

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张建明介绍说，为
切实做好企业复工复产服务保障，上海建立
了企业复工复产复市协调机制，各行业主管
部门、各区形成合力，共同协调解决企业复
工复产复市中的各类问题。

此外，上海市企业服务云上还设立了
“诉求反映”窗口，兜底受理企业诉求。依托
市服务企业联席会议机制，集中力量、协调
解决企业运营资金紧缺、防疫物资采购难等
问题。为了让企业将一系列政策知晓用好，
上海科技“政策北斗”平台设立了战“疫”政
策专区，一站式覆盖全市抗击疫情政策。

截至目前，上海已为1万多家企业解了
复工复产中的燃眉之急，上海各行业企业的
复工率也在稳步提升。比如，针对运营资金
紧缺问题，上海相关政府部门会同金融机构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复市。上海市经信委与
地方金融监管局合作，梳理近千家企业的融
资需求信息，推动落实上海惠企28条政策
措施，积极支持防疫重点生产企业；与人民
银行上海分行深入合作，及时把征用企业动
态调整情况反馈给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了解
企业融资困难及难点建议，推动银企对接。
上海各区也纷纷与金融机构联手搭建支持
平台，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复市。

张建明说，针对防疫物资采购难问题，
上海相关部门加大生产组织和市场供应力
度，消毒液、消毒剂、洗手液、额温枪等已能
较好满足市场需求。口罩产能大幅提升，已
基本能保障医疗防护、社区居民预约购买、
一线工作人员需求等。

变危为机助企业脱困

春节期间，浦东人社局接到重点保障企
业上海诚格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的求助

电话。这是国务院确定保供湖北的一家重
点企业，疫情期间被紧急征用转型生产医用
防护服，急需补充100名一线员工，迅速扩
大产能。

人社局第一时间对接联络，为诚格公司
配备“1对1”就业服务专员，提供集成就业
服务支撑。经各条线共同努力，线上问需、
多频发布招聘信息，区镇联动、紧急寻找合
适员工，目前诚格公司已成功录用78人，人
社局将持续全程跟进服务，帮助诚格尽快招
足合适的员工。

为积极应对疫情对企业复工复产和就
业的影响，浦东新区还发布了《浦东新区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扩大就业若干措施》，以扩
就业为目标，鼓励企业新增就业、保障重点
群体就业。

上海静安区倾听外资总部企业心声，专
题了解疫情期间企业面临的困难及诉求，助
其解决运营难题。静安区各部门已帮助飞
利浦解决了驰援湖北各类医疗设备的运输
以及工程师赶赴重点地区紧急调试设备，帮
助恒天然协调解决了乳制品跨省运输，帮助
康成协调解决了返沪员工集中隔离观察场
地等问题。静安区委书记陆晓栋表示，将与
市级部门协作，积极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运营
中遇到的困难，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共
同推动静安社会经济发展。

上海巨臣婴童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与同在
奉贤区的高科技企业上海汉圃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开展合作，利用新型纳米材料，开发出
可循环使用的民用KN95级别防护口罩，2月
底已量产，日产量达50万只。可循环使用口
罩一只可顶20只使用，从研发构想、产品设
计、技改支持、原材料对接、产能对接、市场衔
接等，上海市经信委全程指导、服务两家企
业，推动了新产品从无到有取得突破。

上海市经信委不久前征集疫情防控新
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企业积极回应，短时
间内就征集到千余个项目，其中一大批已在
抗“疫”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上海高仙机器
人开发的全智能清洁消毒机器人能实现无
死角医疗级消毒，抗“疫”初期就驰援一线助
攻“病毒清洁战”。再如，零碳中心推出全球
第一款应对大规模聚集人流的火眼金睛体
温筛查系统，开发团队负责人陈硕说：“高效
分辨流动人群中的疑似人员，能助力早日消
除疫情危害。”

上海科学精准“两手抓”重现活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 凯 沈则瑾 李治国

守一道门、护一座城。面对防控境外疫
情输入重大任务，上海规定，所有中外人员，
凡在进入上海之日前14天内，有过重点国
家或地区旅居史的，一律隔离14天。

在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国际机场口岸，
上海机场边检站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奋力
守护广大出入境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请问您从哪里回来？”“最近两周都去过
哪些地方？”“您现在要去哪里？”“请留一下联
系方式。”因为戴着口罩，为了保持与旅客的

正常交流，执勤民警岳晓春必须把音量提高
到平时的两倍，每个旅客都问一遍，一个检查
步骤都不能少。为了高效利用防护服，每天
执勤前，岳晓春和同事们都不敢喝水，尽管嗓
子“冒烟”了还是在坚持。他们现场采集的信
息将与海关、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卫健委共
享，是上海乃至全国形成精准有效防控境外
疫情输入管理闭环的重要一环。

为加强联防联控，上海机场边检站将防
控警力前移，在海关检疫关口设置临时执勤

联络点。“你好，请到左边通关。”“Hello,
follow me please!”（你好，请跟着我！）
每天执勤之际，这是上海边检站协勤二队
副队长刘峰和同事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他们一会儿引导非涉疫旅客快速通关，避
免交叉感染，一会儿把经海关检查的涉疫
情旅客引导至查验专区、实施全程监管，与
其他同事合力打造“引导、候检、检查、带
离”闭环。

记者了解到，上海边检站的查验是入境

边检最重要的一环，却不是唯一一环，因为
无形的数据分析排查在入境航班抵达前就
已经完成，执勤民警身后是一个20人的大
数据分析排查团队，他们为一线民警提供
24小时信息支持。上海机场边检站抽调骨
干力量，组建大数据分析排查工作专班，专
门负责在非涉疫入境航班入境前排查出所
有涉疫人员，并将排查结果及时传输至边检
系统、通报给海关检疫人员，一方面有效防
止涉疫情人员“漏控”，另一方面为检疫人员
及时有效检测、处置留足提前量，以确保口
岸疫情防控万无一失。

为了配合上海边检站、海关等部门的防
控，从3月6日起，上海市16个区驻点人员
已进驻浦东、虹桥两大机场，24小时不间断
值守。上海每个区都安排了专门的酒店，用
于来沪人员的集中隔离。车辆从疏散点接
上人后，由工作人员陪同，统一送至酒店交
由驻点医护人员安排入住，开始14天隔离，
实现无缝衔接和闭环管理。

随着春暖花开，上海金山春种复耕已然全面展开。截至目
前，上海金山区蔬菜在田面积3.67万亩，春季西甜瓜等经济作物
5000余亩。防疫不误农时，今年上海市民的餐桌依然有保障。

上海金山区是上海主要的蔬菜生产区之一，常年10亩以上
规模种植面积约3万亩。春种复耕伊始，金山一方面做好在田
蔬菜的及时采收上市，另一方面抓紧蔬菜种植，保障持续供应
能力。

这几天，上海金山区吕巷镇经济管理中心党支部委员姚彐
亮几乎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忙碌，收菜、运菜、卖菜一气呵成。目
前，金山在田可采收蔬菜面积较大，受疫情影响面临着劳动力短
缺的难题。为此，金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发动闲散劳动力、党
员、志愿者参与基地采收、整理、包装等工作170余人次，加快蔬
菜采收上市的步伐。

与此同时，金山区还帮助菜农畅通线上线下销售、物流渠
道，主动对接叮咚买菜、盒马鲜生、每日优鲜及COSTCO等新型
销售主体及西郊国际、上海江杨等批发市场，加班加点增加上市
量，如浩丰果蔬专业合作社向盒马鲜生日均投放30000盒鲜
菜，比平时增加了一倍；联中蘑菇投放超市由平时的2吨增加到
6吨多，确保蔬菜市场量增价稳；与京东物流华东区域分公司签
订助农协议，降低农产品运输费用。

金山区吕巷镇农技站站长金平在疫情防控期间，主动对接
企业单位工会、食堂等，帮助镇里多个农业合作社销售生菜、草
莓、芦笋等蔬菜礼包1800余份，大大缓解了蔬菜的滞销；同
时，主动与各大电商平台对接，为种植户与平台商牵线搭桥，
推动滞销果蔬走上互联网平台，通过线上采购途径，减轻了农
户压力。

与此同时，后续蔬菜的种植保供工作也在春耕期间有条不
紊地进行。记者了解到，为保障蔬菜持续供应，金山区新增的
1500亩蔬菜种植面积已全部播种完成。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徐汇区凭借在基础数据领域
的“先天”优势，打造大数据平台，不断支撑企业、商铺等各领域
全面复工复产复市。

日前，上海徐汇区“汇治理”平台的企业复工人员登记，就让
经营着一家小型互联网公司的翟先生，省去了不少麻烦。

“原本打算2月17日正式复工，所以事先在网上查询了一
下复工条件，发现需要登记员工返沪日期、是否隔离等信息。”去
哪里备案？怎么登记？这些问题一下子难住了翟先生，公司也
就26个人，但不备案不登记就无法复工。无奈之下，他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询问了圈内好友，得知徐汇区推出的“汇治理”小程
序平台可以线上登记，并且操作很方便。

“行不行啊，光靠一个小程序？”虽然心里犯着嘀咕，但也只
能试试看了。令翟先生没想到的是，整个过程意外顺利。“登录
徐汇‘汇治理’企业板块，选择企业复工备案板块，姓名、身份证
等相关信息系统自动匹配，按照系统提示完成企业复工人员网
上登记”，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不仅如此，翟先生还发现了一
个“彩蛋”，作为企业法人，他填报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填报二
维码，公司25名员工通过翟先生分享的二维码就能同步“码”上
填报。

没过几天，翟先生就拿到了企业复工备案过审通知。“我就
是做互联网的，清楚知道大数据虽然是个‘风口’，但能做好的企
业寥寥无几，没想到政府可以把大数据用得如此精准。”翟先生
十分感慨。

惊喜的背后是徐汇区大数据中心的精细设计，然而最初的
构想并非是N对1，而是1对N。“最初的想法是让企业员工自己
提交信息，然后企业法人一一审核，但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小企业
或许还行，人数超过100甚至超过1000的企业怎么办呢？可能
用一天时间也审核不完。”徐汇区大数据中心副主任余杰说。于
是，大家决定采用逆向思维来设计系统。“我们根据企业法人的
申请资料自动生成一个二维码，员工只需要扫描这个二维码上
报信息，企业法人再批量通过就行。”

截至目前，通过“汇治理”平台在线审核复工的企业累计达
16584家。

疫情终将过去，而面向未来城市管理，大数据又将以怎样的
形式呈现，徐汇区委副书记、区长方世忠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徐
汇在上海全市范围内率先成立疫情防控大数据工作组，注重多
源数据的汇总、分析、研判、应用，通过大数据应用与新技术运
用，赋能区疫情防控工作更加高效有序地推进。全区重点突出

“平战结合”，突出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坚持“一网通
办”和“一网统管”相结合的防疫体系以最终实现“一网通治”。
疫情过后的城市治理，将继续活用大数据，科学提升政府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真正实现政务服务像淘宝一
样方便、城市治理像绣花一样精细。

上海边检守牢机场口岸防疫一线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复耕“菜园子”

护好“菜篮子”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小程序解难题
——大数据助徐汇区升级城市管理

本报记者 李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