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要闻

2E-mail:gongshunqi@pdtimes.com.cn 一、二版责任编辑/龚舜琦 一、二版美编/卫华韵 2020.2.14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期，宣桥镇以区域化

党建为引领，汇聚园区、企业等各

方合力，筑起战“疫”堡垒。

位于宣桥镇域内的三灶工业

园区内企业林立，现有企业538家，

包括350余家实体企业。疫情防控

伊始，三灶工业园区立即牵头，组

建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群，通报全镇

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在线代办职能

部门事务，减少人员在服务站的聚

集。

2月 8日，宣桥镇根据要求，出

台《企业复工和疫情防控工作操作

口径》，三灶工业园区通过专题微

信群立刻转发给各企业，对节后复

工工作进行在线辅导，短短四天时

间，145家企业提交完整的复工申

请材料上报审查，园区保障符合条

件的企业顺利开工。截至 2月 12
日，已有 103家符合要求的企业顺

利复工复产，1823名员工回到了工

作岗位，累计在产员工近4750人。

此外，三灶工业园区还特制了

一张区域疫情防控网格图，对企

业区位、经营状态、员工数量、防

控措施等内容实现全覆盖动态管

理。此外，三灶工业园区党支部

牵头成立了一支以党员干部为主

体的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对辖

区内的企业开展上门检查和服

务，做好政策宣讲员、复工指导

员、问题纠察员。

疫情暴发以来，园区党支部号

召发动，“326”亲清服务站统筹协

调，各企业党组织积极响应，保障

一线人员物资供应，共同抗击疫

情。园区内企业清美食品、飞雀尔

模塑科技、丰匠服饰、赢产、中通物

流、韵达物流、南保交通、南保橡塑

等企业纷纷捐资捐物，保障一线人

员的口罩、设备、食品等供给。首

批物资大年初一晚上送到，保障了

全镇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

员 鞠青松）随着具备条件的企业

陆续复工复产，如何做好防控管

控，保障员工健康安全成为各企业

要面临的问题。落户在泥城的上

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出入通行、厂区活动、车间厂房、饮

食休息等各个环节做到“严而又

严、细而又细”，交出一张高分答

卷。

在公司的登记簿上，按照员工

籍贯、所属工种、临时来访等进

行细化，实行专人对接，既方便

登记也方便统计，疫情期间有无

外出史、具体返沪时间、居家隔

离期满、有无就医经历等一目了

然。

进入室内，必须踩过鞋底消

毒池；乘坐电梯，在按钮旁都可看

到专设纸巾盒和回收盒；食堂内，

对应着早中晚三餐的是三次细致

的消毒，就地取材的隔离板优化

了用餐空间；每个厕所的入口外墙

都有醒目的消毒、清扫时间记录本；

中央空调按规定关闭后，就连通风

排气装置也发挥了作用，消毒喷雾

通过这里传递到一些人力无法到达

的犄角旮旯。

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工作人

员有 680 余人，现在实际上班的有

216人，大部分返沪的员工现在都在

自觉居家隔离。此外，春节期间有

30多名湖北籍员工返乡，疫情刚冒

头的时候，公司人事部门就已提前

联络上这批员工，不仅做了电话问

询和安慰，还要求他们积极配合当

地政府的工作，做好自我隔离和防

护，目前大家状态都很稳定，每日

都会按时报平安。”

据了解，企业复工后，面对订

单积压和人手不足的问题，翔港科

技做出了一定取舍，原先的办公人

员经过紧急培训全部“转职”工人，

参与到生产一线。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

从祝桥镇了解，该镇备案复工企业

有 400多家，这周已有近 300家企

业复工，涉及员工 1万多人。为了

做到防疫、复工两不误，该镇班子

领导、副处级以上干部对所有备案

复工企业开展疫情防控督查工作，

针对复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员工信息排查情况、消毒消防情

况、进出关口情况等，以“最严要

求、最高标准”督促复工企业打好

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由专人对所有进入厂区人员和

车辆随行人员全部进行测温、一人

一桌同方向分批用餐、办公室公共

区域（楼梯、楼道、电梯）每天定时消

毒并通风……同时，为落实守好门、

上好班、吃好饭、睡好觉等相关事

项，祝桥镇又在原有《祝桥镇企业疫

情防控小贴士》基础上进行了补充，

提出了10条具体建议，包括根据实

际情况及时更新复工名单；禁止外

来车辆、外来人员进入企业；鼓励员

工多走楼梯，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

距离，少用电梯或不用电梯等。

复工企业多措并举落实防疫

要求。上海森松化工成套装备有

限公司对复工人员信息提前录入

系统，不在名单内的员工（如不满

足复工条件、前期信息登记不全、

工作岗位未要求复工等），无法进

入企业。华域汽车电动系统有限

公司要求员工自行在家测量体温

一次，进企业再测量一次。

对于用餐，各个企业采取了多

种方式。有的不在食堂统一用餐，

派人领取并在工位各自用餐，有的

则是安排餐厅一人一座，轮流吃，同

方向，不面对面。而无用餐条件的

企业，建议员工优先选择自带午餐。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天下午，市政府副秘书长、区委副

书记、区长杭迎伟前往东明路街道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在金色雅筑小区，杭迎伟实地察看了门岗出入管理、防控

宣传等相关工作，仔细询问了小区外来人口数量、返沪人员登

记、居家隔离、口罩预约等情况，希望街道守牢一线，加强落脚

点防控。同时，杭迎伟还向广大一线居委干部、社工、志愿者表

示亲切的慰问，并关照大家要注重自身防护，不能有丝毫松懈。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杭迎伟指出，下一步是疫情防控更关

键的阶段，疫情防控从对居民区管控的静态转为复工复产后人

员流动的动态管控，难度很大，责任也很大。社区的措施要实，

围绕守好门、管住人，挂图作战、分色管理、动态管控，进一步增

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决心要大，在当前疫情防控的

关键阶段，要把主要时间、主要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总体战、阻

击战中，巩固前期防控成果，要事不避难、连续作战。管控要

严，要增强精准管控的针对性、精准性，把工作提示、工作模板

深入落实、严格落实，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全覆盖、全时段、全

方位管控，一控到底，一严到底。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随着上海开始复工，企业如何在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有序投入生产？浦东的政协

委员们纷纷用行动、建言来支招，发出政协声音、贡献政协智

慧、助力抗击疫情。

位于浦东书院镇的上海思乐得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自复工首

日起启动了最严格的就餐法，区政协委员、思乐得总经理张斌在微

信朋友圈发布了这样的信息。他介绍，公司外地员工占20%左右，

为了做好复工准备，围绕弹性工作制、人员身体状况排摸、已返沪

人员的防疫措施等内容，公司做了详细的方案，并有效执行。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企业的发展也要考虑。张斌表

示，因为疫情影响，目前产能恢复仅是之前的 30%左右，企业复

工后，还是要多开拓市场，创造税收，解决就业。

如何共渡难关让企业过好日子，还有许多委员也是积极建

言献策。浦东政协委员们前瞻性地分析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和

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针对企业复工问题建言献策，切实

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浦东新区政协委员陈莹、肖本华、

徐军，社情民意信息员夏维智、朱鹤祥、韩若冰、韩曙、陶四维、

周颢山免、江群、瞿成、陈昊、高桂花、王辉建议，应适时调整所

有企业和个人纳税申报系统的最后申报时间，可将各类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间顺延一个月。对承

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微企业，普遍减免一定阶段的租

金，并对民营中小型创新企业进一步加大租金减免力度。倡导

各类园区（国有和非国有）都能够主动为入驻企业减免租金。

本报讯（记者 陈烁）昨日，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宣布，为感

谢全国医护人员的坚守奉献，向奋战前线的医护人员致敬，决

定面向全国医护人员实行免票政策。与此同时，针对上海赴湖

北支援的医护人员免费赠送家庭年卡。

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门票及年卡免费政策调整的公告中，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表示，全国医护人员（含港澳台地区）可凭借

有效证件免票入园；上海市前往湖北支援的全体医护人员，可

于公园年卡中心进行家庭年卡（含 3人）办理及开卡，自开卡之

日起一年内无限次入园。

免费时间自恢复开园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上海海

昌海洋公园将在恢复开园前发布具体政策细则，详情可关注上

海海昌海洋公园官方微信号、官方网站及官方微博。

■本报记者 徐玲

疫情无情人有情，军人退役不

褪色。浦东新区退役军人牢记“若

有战、召必回”的誓言，在疫情关口

彰显军人本色。

疫情就是战场，一线就是火线，

2月 11日，浦东新区民政局（退役军

人事务局）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发出抗疫突击队招募令，该局系统

47名退役军人踊跃报名自愿加入抗

“疫”突击队。12日下午，首批 11名

退役军人突击队员和一批青年干部

一起，下沉至新区 36个街镇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成为驻点包干员，

与街镇同志一起并肩战斗在疫情防

控一线。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

人事处干部何嘉琦分配到了新场镇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进行驻点包

干员工作。据介绍，驻点包干员“带

人员带物资、不指挥不管理、帮干活

帮协调”，全力支援街镇打好疫情阻

击战。

“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万

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评价这

支志愿者队伍。万籁环保是消毒剂

生产公司，为配合抗“疫”，每天必须

保证 50吨的消毒剂供应，还外加武

昌医院急需的CELA消毒剂生产任

务。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上海市退

役军人志愿者服务促进中心常务副

理事长、安军实业董事长朱剑锋带

领的退役军人志愿者突击队来到工

厂连续义务加班8天，生产灌装消毒

剂 400多吨，解了企业燃眉之急，也

为抗击疫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叮咚、叮咚……”浦东 77名援

鄂医护人员的家中，每天都会响起

熟悉的门铃声，身穿绿色制服、戴着

白色口罩的叮咚小哥上门送菜了。

浦东退役军人“红色联盟”创业企业

“叮咚买菜”承诺，为援鄂医护人员

家庭免费送菜，一直到战胜疫情，胜

利凯旋。

武汉告急，上海医疗队一批又

一批白衣战士奔赴最前线，“他们是

特殊的战士，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作为退役军人，我们也愿意尽我们

的努力，为前方战士做好后方保

障。”“叮咚买菜”掌门人、退役军人

梁昌霖说。

从刚开始的 26 户到目前的 77
户，叮咚免费送菜的名单还在扩

大。医护人员家庭分布在浦东、杨

浦、徐汇、嘉定、宝山、松江等各个

区，为了保证菜品新鲜，叮咚根据

实际情况，安排距离最近的前置仓

备货配送，负责上门配送的小哥，

也是各前置仓的站长，确保菜品每

天及时准确安全送达。

抓防控抓复工两手都要硬
浦东复工企业积极落实防疫要求有序复产

宣桥：党建平台凝聚各方合力

泥城：做到每个环节又严又细

祝桥：复工企业打好防控硬仗

抗“疫”战场 浦东退役军人在行动

浦东政协委员献良策
帮助企业渡难关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向全国医护人员免票

杭迎伟调研东明路街道
疫情防控工作

只有严防死守
才能万无一失

如今企业陆续复工，返程人员

陆续抵沪。在沪东街道向东小区，

为了做实做细疫情防控工作，居委

特意找来彩钢板，封闭多个出入口，

只留一个出入口。同时加强体温监

测，杜绝人员聚集。

□本报记者 黄日阅 摄影报道

最近，浦东企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生产，全力确保社会稳定。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专项再贷款政策在沪成效显现。

上海一家为消毒柜、口罩机等设备提供服务的小企业，近期订

单需求爆发增长，急需流动资金采购原材料，全国两家获得防

疫专项再贷款资格的民营银行之一——上海华瑞银行第一时

间主动对接，三天内实现业务调查、审查、审批、放款，目前首笔

500万元的再贷款资金已投放到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性银行上海分行已向 8家全国重点企

业发放符合专项再贷款使用标准的贷款8800万元；地方法人银

行向9家地方重点企业发放贷款4194.6万元。

为推进专项再贷款政策落地，总行政策出台当日（1月 31
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主动对接上海市相关部门及时确定重

点企业名单，并建议名单尽可能广泛覆盖，最大程度满足企业

合理信贷需求。2月3日，上海总部向总行报备了首批194家重

点企业名单，覆盖抗“疫”和生活物资生产、流通等领域。

紧接着，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迅速确定上海银行、上海农商

银行和上海华瑞银行3家地方法人银行作为专项再贷款发放对

象并报总行备案；同时，将政策精神和落实要求快速传达至包

括 9家全国性银行在内的相关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要求对照

全国和上海重点企业名单，逐一对接，拉网式摸排融资需求，建

立“绿色通道”，应放尽放。

下一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积极配合市政府相关部门及

时更新企业名单，最大程度满足企业合理信贷需求，同时继续

督促金融机构调动资源，主动对接名单内企业，有效发挥专项

再贷款的定向支持作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专项再贷款显出成效
资金助力企业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