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qiyongnian@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祁永年 美编/卫华韵 2020.2.14 3

NEWS 要闻

■见习记者 张诗欢

本报记者 许素菲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

的心。面对疫情，无数个普普通通的中国

人团结并肩，互助互爱，迸发出动人的力

量。浦东文创领域代表性企业也在积极发

挥平台优势，用文字、用声音在非常时期传

递温暖与勇气。

征文大赛书写正能量

一对恋人，本是普通上班族和刚入职半

年的小护士，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原定于一个

月后的婚礼将产生什么变数？饭馆老板、十

字路口的交警和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患

者，又存在什么错综复杂的关系？

这些让人不免与眼下疫情联系到一起

的情节，出自名为《你好普通人》的作品。

作者是身居山东聊城的“90后”阅文旗下

作家“包子二爷”，作品内容取材于当下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目前更新连载至第 14
章，累计约2.7万字，预计3月完结。

2月 9日起，阅文集团上线“我们的力

量”主题征文大赛，面向广大作者征集平凡

身影背后的战“疫”故事。短短数日，阅文后

台已涌入4100多名作者报名参加，2000多

名作者开始更新，作品陆续审核上线。

已提交的作品中，不乏《武汉我为你加

油》《武汉加油》《在前线奋斗》这样表达直

白的现实主义题材，《急诊科的夜班故事》

《宅在家里的100天》等都市题材，也有《遇

见未来拯救当下》等幻想题材小说。

在积极征集优秀作品的同时，阅文近

期亦在历届现实主义题材征文大赛的优秀

获奖作品中遴选围绕医生、警察等职业，反

映奋战在一线岗位的故事，并设置阅读专

区进行重点推送，为抗疫贡献力量。

推动中文播客集体发声

这个春节，武汉的朋友是怎么过的？

在异地隔离的武汉人有哪些心声？日前，

喜马拉雅面向全网中文播客征集以“爱与

温暖”为主题的疫情特别节目，多个播客

团队连线身处疫区的普通市民、医生、患

者、志愿者，记录疫情之下的真实感动。

征集消息一经发出，全网播客纷纷响

应，截至目前，已有 30多位播客推出疫情

特辑。其中，还有播客积极策划节目，“声”

援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们。

身 在 加 拿 大 的“ 多 吖 多 吖 多 伦

多”，向听众讲述了国外华人社区如何

成立自我互助群，多伦多华人如何捐

款援助等；“雨荷在香港”与“看见自己

hear yourself ”和听众分享积极心理学

知识，传递信心；“大内密谈”与听众分

享非典时期的经历，鼓励大家用积极的

心态面对疫情。

近年来，以播客为代表的“声音媒体”

正成为传媒界的热门现象。此次喜马拉雅

发起的征集活动，也推动了中国播客第一

次在重大事件里集中发声。

■本报记者 陈烁 通讯员 颜佳君

最近一周，在上浦路 202弄凌十

一和凌十二居民区的门岗，居民经常

见到“老姚队长”，他一会儿帮人测体

温，一会儿忙着登记，一会儿又穿梭在

小区的几个垃圾点位间……

老姚是东明路街道凌十一和凌十

二居民区的保安队长，主要负责小区

的保安、保洁和保绿。在疫情来临前，

他负责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每天围

绕着垃圾“团团转”。疫情发生后，原

本计划回老家的老姚，责无旁贷地带

领保安队员承担起了“门神”的工作。

他说：“守好这个门，是我们保安队应

尽的职责。”

与居民区支部书记沟通后，保安

队关闭了所有小区边门，并在大门出

入口设立了临时检查点。在志愿者还

未到位的情况下，老姚带领小区保安

严查一切外来人员及访客。

老姚很细心，居民登记完毕，他会

拿起桌上的酒精喷壶，对刚刚使用过

的笔进行消毒。“大家都要接触，这是

对每一名居民负责。”老姚说。除了

笔，他还会对小区的门把手、车库门

口、快递车附近等人员密集或频繁触

摸的地方进行消毒。这成为了他近

20 天的常态工作之一，有时候忙起

来，他还把自己女儿叫出来一起帮忙

守门岗。

自从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以来，

老姚几乎每天都守在大门前，一天工

作时间长达十四五个小时，累了，就进

门卫室坐一会儿。

随着小区门岗志愿者的陆续到

位，老姚才有机会回去睡个整觉。他

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相信春天马

上就会到来。”

■本报记者 陈烁 通讯员 周婷

“我腿脚不方便，但站着吆喝几

句，也能出点力。”这是唐镇诚礼居民

区退休党员王伟的“请战”话语。自 2
月 6日起，在大名城紫金九号小区门

口，总能看到王伟拄着拐杖，身穿志愿

者马甲的身影，一遍又一遍“戴好口

罩、返沪登记”成为寒冬里温暖的提

醒。

王伟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一名

热心社区公益的老党员。去年，他的

膝盖半月板意外受伤，需要长时间在

家休养。可是，看到党支部发布招募

疫情防控志愿者信息后，他不顾家人

劝说，坚持报名到第一线去做志愿者。

事实上，不止王伟，自诚礼居民区

党支部发布招募疫情防控志愿者信息

后，包括王伟在内的退休党员纷纷向

居民区书记蔡燕华主动请缨。

身体健朗的老党员报名参加抗疫

突击队，帮忙居委轮守门口，严把小区

入口关；身体条件不允许的就呆在家

里，有的发挥特长，创作书画作品，以

“艺”暖心；有的把家里仅有的口罩、消

毒水等物资捐赠给社区……“疫情无

情，人有情。这些志愿者太让我们感

动了！”蔡燕华说。

■本报记者 沈馨艺

居家隔离观察点的垃圾清运有风

险，谁去呢？“我身体底子好，就让我去

吧。”老港镇伟港清运保洁服务有限公

司清运员许飞，主动接下了镇里居家

隔离观察点的清运工作。

为了减少交叉感染风险，他还一

人担起了原该两人负责的收运工作

——不仅驾驶运输车运送垃圾，还负

责回收垃圾工作。清运时，他需要对

所有清运工具进行消毒杀菌工作。

“老婆，最近家里就靠你了，你们尽

量别出门，做好防护工作。”为避免自己

一旦染病传染给家人，许飞这段时间选

择住在公司。每天工作告一段落，他便

会给家里打电话，电话中，他说得最多

的是：“放心，我很好，等疫情过去了，我

一定请个长假，多陪陪你们……”

这些天，原本喜欢拉着同事聊天

的他一反常态，开始故意疏远同事，更

多时候是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休息。“我

怕自己有传染风险，不敢与同事们过

多接触。”许飞告诉记者。

如今，许飞已连续工作了十多天，

虽然身体疲惫，但他没有怨言：“相信

疫情马上就会被控制。”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柯薇

疫情虽难，但人心很暖。在这个特殊

时期，浦东在孵的小微企业们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第一时间行动起来，通过捐赠物

资、提供技术服务等方式，共同抗击疫情。

企业倾力捐医疗物资

近日，莘泽孵化器入驻企业上海魔力

小孩网络有限公司加入了弘化社的伙伴开

启的“给方舱供氧”的专项捐赠活动。大家

紧锣密鼓地开展备货、采购、运输、医院对

接、宣传资料整合，全球捐赠同步启动，为

方舱医院捐赠300台制氧机。

重症监护室 ICU科室作为重症及危

重症患者的抢救科室，对所需的医疗设备

或医疗耗材均有严格要求。因该科室患者

多为无法自主排痰，故需外部辅助设备和

医疗耗材进行吸痰和收集痰液，而芬兰

Serres引流袋系统作为重要的收集痰液的

医疗耗材，每个引流袋设计都标配防溢抗

菌阀，可以过滤 99.9%的 0.4μ m以上的细

菌，防止含病毒细菌的气体污染中央负压

源，可有效杜绝交叉感染，最大可能保护患

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Serres中国对抗疫也一直做着力所能

及的事情，对此次疫情定点医院的 ICU科

室进行产品捐赠。Serres中国第一批捐赠

医院包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等 8家医院，公司正在联系更多抗

疫定点医院进行第二批捐赠。

送上暖心自热煲仔饭

当得知湖北目前对于口罩的迫切需

求，生纳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随即提出定

向捐赠KN95抑菌口罩，组织员工紧急备

货装箱，凌晨 2点火速从张家港工厂派专

车连夜运往武汉。

本次驰援中，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获赠

1万只KN95抑菌口罩，由生纳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与善小公益基金会联合捐赠；华

科同济医院和华科协和医院获赠 1 万只

KN95抑菌口罩，由生纳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与中源协和联合捐赠。

疫情期间，武汉医护人员面临各项防

疫物资紧缺的紧急情况，饭小宝 1月 24日

迅速成立专项工作应急小组，连夜紧急调

集自有品牌产品自热煲仔饭“饭小宝”，于

1月28日顺利将1.36万盒煲仔饭送达武汉

同济医院和武汉第一医院。自热煲仔饭，

不用火不用电，15分钟就能让医护人员吃

上一碗热腾腾的米饭，非常适合医护人员

紧急的工作情况。

多重技术助力无接触服务

2月10日开始，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开始

复工复产。如能实时掌握返程后居民健康

状况，将对防疫工作产生巨大的作用。国音

智能联合九四智能，结合声纹识别、自然语

言处理、语音合成等多项技术，联合发布“疫

情防控语音机器人”，免费向政府、疾控中

心、社区等相关疫情防控机构和单位提供服

务，协助做好居民的通知、筛查和回访工作。

莘泽孵化器入驻企业鹿马智能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助力酒店启用高科技，倡

导无接触服务，全方位抗击疫情。鹿马快

速入住机、酒店自动送物机器人此类的无

接触服务标配成为许多酒店的优选。锦江

都城部分酒店在春节假期启用鹿马智能快

速入住机进行 check-in、check-out 等服

务，减少人与人直接接触停留，降低病毒传

播风险。

聚虹光电助力国家安全，推出远距离

“虹膜+人脸+测温”多模融合智能控制终端，

创造性地将“远距离虹膜识别”与“人脸检

测”“远距离测温”三项技术结合在一起，解

决了用户戴口罩、帽子、隐形眼镜、有框眼镜

及护目镜的精准身份认证及体温筛查问题。

战“疫”一线·凡人歌

挖掘各行各业战“疫”正能量

浦东文创企业传递温暖与勇气

捐赠医疗物资 提供技术服务

浦东在孵企业虽小但爱心不小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对于因疫情

原因导致停工的企业来说，这段日子正

好可以为员工提供“充电”的机会，上海

也针对这一情况出台了企业职工线上职

业培训补贴政策。近日，浦东新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教育局、总工

会等四部门印发了《浦东新区关于申报

受疫情影响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训补贴

的通知》，其中明确，企业经备案认可的

培训，其成本的95%可享受补贴，每人每

个培训项目实际补贴的培训费用最高不

超过600元。

政策规定，受疫情影响的本区各类

企业，在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各类线

上职业培训，均可纳入本区地方教育附

加专项资金补贴企业职工培训范围。时

间范围为 2月 6日起至本市发布的疫情

影响消除之日止，部分受影响较大的企

业可根据恢复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申

请适当延长。“停工”既包括企业整体停

工，也包括企业部分生产经营业务处于

停工状态。

为了更好地实施该政策，浦东新区

还在全市首创性地自建了补贴申报系

统，为企业申报提供便利、高效的通道。

相关企业需要通过线上系统申报线上职

业培训补贴，在培训实施前，报浦东新区

企业职工职业培训协调小组备案认可。

企业可通过企业法人一证通登录“浦东

新区企业职工职业培训补贴网上申报系

统（http：//211.136.105.125：81）”进行申

报，系统已于昨日开通。

企业培训 政府买单
停工期间浦东企业在线培训费用享95%补贴

■本报通讯员 张文姣 陆韵华

本报记者 张敏

为防控疫情需要，上海三中院破产庭

在春节前用两天时间，紧急处置了破产案

件债务人银京医疗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的 35万只库存口罩。2月 13日，银京公

司的口罩生产线正式恢复生产，预计口罩

产量最高可达每月500万只。

银京公司破产清算前主营医疗用品，

节前因疫情防控之需，紧急处置了其库存

口罩后，上海三中院破产庭对该案的后续

审理高度重视。

上海三中院破产庭在推进案件审理的

过程中，积极贯彻疫情防控有关工作要求，

响应市场防疫需要，想方设法促进企业恢

复生产，实现债权人、债务人和社会防控的

多方共赢。加大对管理人工作的指引力

度，积极指导管理人加强与债权人等各方

利害关系主体的沟通协调，并尝试寻找合

作伙伴，鼓励银京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创造

恢复生产条件，充分运用好破产制度保护

功能，盘活企业资产，助力破产企业在危机

中寻找生机。

管理人认真执行法院关于审理程序

推进的要求，经过努力，找到了合作生产

企业并加紧对接，又及时商请相关政府职

能部门予以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对此高

度重视，开设绿色通道办理恢复生产所需

的相关行政审批手续，推动银京公司尽快

复工。

在府院联动机制的有力保障下，合作

双方就恢复口罩生产达成协议草案，管理

人也以最快速度通过电子方式送达各债权

人进行表决。2月 10日，草案获得表决通

过，法院同日出具决定书，管理人完成复工

手续办理。2月 13日，银京公司正式恢复

生产。

法院表示，此案通过加强府院联动、发

挥管理人履职能动性，使银京公司在短时

间内恢复了口罩生产，产量预计最高可达

每月 500万只，既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

支持，又有利于提高债务人财产价值和债

权清偿比例，也为下一步推动企业救治工

作打好了基础。

“老姚队长”20天没睡过整觉

退休老党员拄拐“请战”忙防疫

垃圾清运员“夜不归宿”

府院联动 助力破产案件债务人恢复生产
月产口罩可达500万只

老姚在测量居民体温。

许飞在收集隔离观察点的生活垃圾。

聚虹光电推出远距离“虹膜+人脸+测温”多模融合智能控制终端。 □柯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