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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昨天， 上海市重大工程

续建项目有119项复工，复工率达

到九成，共计4万余人奋战在建设

一线； 而上一次官方发布数据是

在本月14日，当时复工率为86%，

说明本市重大工程复工步伐稳中

有进。

在昨天举行的 “统筹推进建

设工程复工复产暨市重大工程建

设工作视频会议”上，市住房城乡

建设管理委主任黄永平表示，要

千方百计创造条件， 确保市重大

工程在3月底之前全面复工。 同

时，各部门加快前期手续办理，力

争让今年新开工项目比原计划再

提前两个月开工。

项目分轻重缓
急，人员 、建材 、物流
逐级落实

今年本市重大工程共安排正

式项目152项，年度计划投资1500

亿元，创十年来新高，有20多个项

目投资计划超过20亿元。其中，年

内新开工项目24项， 建成项目11

项，安排预备项目60项。

黄永平介绍，受疫情影响，今

年项目有效建设工期缩短， 建设

进度大多滞后于原计划。 他披露

了一组数据： 目前工人到位率不

足70%， 工人返沪和施工物资调

配存在不足和滞后， 对高质量复

工复产带来一定影响。

想要复工，人员、建材、物流

缺一不可， 还要最大程度追回工

期，如何破题？ 办法总比困难多。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要求相关

责任主体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和

实际需求，以项目为单元，统筹好

人流、物流，逐级落实。 在安全可

控的情况下有序复工， 加强现场

管控，严禁盲目抢工期行为，确保

复工后的安全生产。 制定考核机

制， 即施工单位特别是施工龙头

企业的复工复产情况， 将与后续

参与项目招投标挂钩。

重大工程向产
业、民生 、文化 、环保
等多领域延伸

会议明确了今年聚焦的重点

区域重要领域：

科创产业建设方面， 聚焦张

江科学城和先进制造业项目，全

力推进光源二期、 硬X射线自由

电子激光装置、 高效低碳燃气轮

机试验装置、 张江复旦国际创新

中心等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推进上汽大众MEB工厂、华

力微电子、中芯国际、积塔半导体

等生产线项目建设。

民生保障建设方面，聚焦文化体育教育卫生项目，加

快推进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图书馆东馆、上海大歌剧院

等文化项目建设， 启动龙华医院浦东分院等医疗卫生项

目建设，抓紧浦东足球场、徐家汇体育公园等体育设施建

设，基本建成上海戏剧学院浦江校区等一批学校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聚焦长三角示范区、临港、虹桥、

张江等重点区域，加快推进S3公路、沿江通道浦东段、轨

交崇明线、沪通铁路二期、机场联络线、东西通道等重点

项目挂图作战。 同时，继续推进轨道交通、北横通道等交

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有效提升城市承载能力。

生态环境建设方面， 聚焦生态廊道和垃圾污水处置

项目， 积极推进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世博文化公园等建

设，加快竹园污水、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老港再生能源

综合利用、市固废处置中心、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黄浦

江苏州河两岸公共空间等项目建设， 按时完成国家环保

督查任务。

城乡统筹建设方面， 聚焦城市建设安全和补短板项

目， 启动第十届花博会项目， 加快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推进中心城区架空线入地、公共消防站、重点河道和

泵闸等项目，以及保障房和大居外围配套项目，强化城市

精细化管理，确保城市有序安全运行和发展。

由此可见，今年排定的市重大工程呈现“百花齐放”

的特点，类型从往年的以基础设施为主，转而向产业、民

生、文化、环保、乡村振兴等各个领域延伸。

新项目力争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开工

今年新开工项目、预备项目较往年大幅增加。 其中，

新开工项目已开工4个；13个预备项目预计年内开工，其

中3项已开工。

黄永平介绍， 部分重大工程项目需要抓紧清盘推

进建设。 只有加快前期工作， 才能推进新开工项目提

前开工。

在这一方面，上海正多点发力。首先，市、区有关部门

通过简化审批手续、 并联审批等方式， 加快前期手续办

理，为全面复工打好基础，新项目力争比原计划提前两个

月开工。

其次，规划资源部门要按照新《土地管理法》和国务

院授权委托用地审批权等管理规定， 提前统筹安排相关

项目用地工作，确保满足市重大工程建设需求。

此外， 有关部门探索加快重大工程征收腾地司法程

序，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会同市规划资源局、市房屋管

理局等部门主动对接市高级人民法院， 研究市重大工程

征收腾地司法裁决的快速通道， 并力争在具体项目中进

行试点。

早餐店重开，小笼包冒着袅袅热气迎客
早餐丰富了，晚餐的选择也多了……本月起，沪上大量知名餐饮企业相继恢复营业

热气袅袅， 一笼笼热乎乎的包子新鲜出

炉。 “来两个肉包子， 一包豆浆。” “老板，

我要三只汤包。” 上海的大街小巷、 弄堂口、

拐角处， 熟悉的店铺重新打开大门， 熟悉的

笑脸隔着口罩， 隔不了心中的暖意。 普通而

匆忙的早晨， 也是春光里上海最美的时刻。

小杨生煎上海门店复工率达到 80% ；

珍鼎餐饮复工率已达 90%， 成交额恢复到

原来的 80% ； 虹口糕团食品厂全面复工 ，

销售额恢复约七成； 清美绿色食品从春节到

现在一天未停， 营业额还有所上升……一份

上海市早餐工程产业联盟提供的数据显示 ，

充满烟火气的早餐又开始逐渐回到消费者生

活中。

早餐丰富起来了 ， 晚餐的选择也多了 。

从 3 月开始， 大量知名餐饮企业相继恢复营

业， 夜间的灯光渐次亮起， 与美食一起迎接

春天。

复工企业承诺备案，可向批发单位买口罩
畅通企业购买防疫物资渠道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复工复产企业通

过 “承诺备案制 ”， 可暂时突破政策瓶颈 ，

直接向医疗器械批发单位购买口罩等防疫

物资。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

介绍了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相关政策措施。

市市场监管局走访企业发现， 有部分企

业， 尤其是生产企业， 员工较多， 仅通过药

房等零售渠道购买， 很难满足口罩、 测温仪

等防疫物资的复工需求。 依据 《医疗器械经

营监督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 从事医疗器械

批发业务的经营企业， 只能销售给具有资质

的经营企业或者使用单位， 不允许向终端消

费客户销售。

目前， 上海多个区的市场监管部门推出

“承诺备案制”， 暂时突破了相关政策瓶颈。

只要采购企业书面承诺仅用于员工自用、 不

出售转让， 同时， 医疗器械批发企业将销售

品种、 数量、 采购单位承诺等信息向市场监

管部门报备， 复工企业就可以直接向医疗器

械批发单位购买防疫物资， 一定程度上畅通

了复工复产企业购买防疫物资的渠道。

此外， 在疫情防控期间， 截至目前， 全

市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与防控疫情相关

的案件 375 件。 其中， 涉及哄抬物价等价格

违法行为 171 件， 制售假冒伪劣口罩等案件

147 件。 立案查处与防控疫情相关的 375 件案

件的同时， 市场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

40 件， 移送线索 8 件， 并公布 6 批典型案例。

在从严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 市市场监管

局下发 《电子商务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书》， 要

求各平台企业强化市场主体责任意识， 不得对

平台内经营者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

条件。 积极推行药店价格诚信承诺制度， 推进

价格监管关口前移和行业价格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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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似雪，沪郊果园沐春光抢农时
松江区以梨、葡萄、桃为代表的果业正积极复工复产

春光如海， 春花烂漫。 作为沪上 “后

花园 ” “花果山 ”， 松江区以梨 、 葡萄 、

桃为代表的果业正在积极复工复产。 这两

天 ， 著名的仓桥水晶梨基地已是满树梨

花， 莹白如雪。 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

们努力克服疫情影响， 做到不误农时， 目

前正在全力抓住时机为梨树授粉。

松江区果林面积超过 5000 亩。 特殊

时期， 果木业难免会受到一定冲击， 但果

农们抖擞精神， 积极应战。 在仓桥， 作为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上海特产，

水晶梨一直广受喜爱。 今年， 虽然疫情对

农业生产带来很多不便， 但仓桥水晶梨基

地仍在 3 月初实现全员复工 。 基地负责

人、 “老梨农” 金凤雷对于疫情的负面影

响并不讳言， 对抢到今年 “早市” 也同样

满怀期待。

影响首先是生产成本。 目前正值梨树

授粉期 ， 但今年花粉价格较往年提高了

20%。 花粉只是一个风向标， 化肥、 农药

等的成本上升对果农影响更大。 为此， 仓

桥一个月前就未雨绸缪， 提前预定了一批

农资。 由于动手早， 抢到了质量不低、 价

格不高的 “年前存货”， 压力一下子小了

许多。

同时， 疫情还影响到了果园的先期销售

推广。 往年， 梨花盛开的时节， 仓桥会举办

赏花活动， 不少人会被满树梨花深深打动，

从而出资认养。 然而， 疫情使得今年这笔可

能的收入全部泡汤。 果农虽然心疼， 但也有

应对。 接下来， 基地将积极求变， 一方面深

耕农产品在线销售， 另一方面尝试生鲜品牌

代理， 多措并举， 在上市期促进销售， 争取

把损失补回来。

与仓桥水晶梨相比， 疫情对松江葡萄园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手方面。 种植大户、 宝

靓葡萄合作社的李文彬说， 往年此时正是葡

萄大棚覆膜的时节， 但今年由于果农返程受

阻， 覆膜迟了两个星期。 为尽可能避免产品

上市延期， 影响供应和价格， 合作社也做好

了预案———未来的生产期内， 果农们将更及

时供水， 加强水肥管理， 促进葡萄生长。 预

计此举可追回一周左右的时间， 仍有望赶上

早市， 同时， 通过更多走品质路线， 挽回可

能的销售损失。

“如今，我们每天都是天刚亮就起床，晚

上 7 点多才回家。 一天下来，不停忙施肥、除

草、拨花芽。 ”李文彬希望大家在齐心协力战

胜疫情的同时，最终也能获得好收成。

金凤雷则表示 ， 由于头两个月气温较

高， 梨树花期比往年早了一个星期， 因此，

今年水晶梨上市时间可能比常年平均的 6 月

20 日有所提前。

晚餐的选择多了，上座率正慢慢回升
3 月 6 日起， 新世界城将打烊时间从原

来的 18 时延长至 20 时， 陶陶居的晚餐业务

开始正常运作。 “现在晚上整体经营恢复了

三四成， 实际上座率为两成左右， 还有部分

客人选择打包带走。” 陶陶居楼面经理贤松介

绍， 目前采取登记排队形式接客， 尽量避免

客人集聚。

位于黄兴路的上海星晨酒店， 晚餐的人

均消费为 250 元左右。 公司董事长陈志良特

地选择在 3 月 5 日惊蛰那天恢复营业， 想要

一个好兆头。 他告诉记者， 刚复市时， 每天

晚上只有一两桌客人， 现在慢慢回升至 10 桌

左右， 但上座率并不高。 即使是这样， 酒店

每天晚上外立面的灯光全数亮起， 增加热闹

气氛。

在豫园商圈， 宁波汤团店和上海老饭店

均从 3 月 15 日开始恢复营业。 记者了解到，

上海老饭店豫园总店晚间经营时间为 17 时至

20 时， 但需要提前预约。 豫园方面介绍， 大

部分餐饮企业都从本月开始复工 ， 3 日起 ，

绿波廊率先恢复部分堂食， 此后， 宁波汤团

店带着新品榴莲青团、 松鹤楼带着刀鱼馄饨

相继复工， 为市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安心就

餐选择。

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负责人表示， 促进

餐饮消费复苏是全面提振消费市场的重要一

环， 希望广大餐饮企业积极行动起来， 从现

在开始， 在抓好防疫不放松的同时， 携手推

进行业全面复工开业， “我们鼓励餐饮服务

平台与餐饮企业联合开展优惠主题活动， 不

仅吸引消费者到店消费， 而且互惠互利， 刺

激餐饮行业复苏。”

■ 上海市早餐工程产业联盟提供的数据显示， 充满烟火气的早餐又
开始逐渐回到消费者生活中。 早餐丰富起来了， 晚餐的选择也多了。 从
3 月开始， 大量知名餐饮企业相继恢复营业， 夜间的灯光渐次亮起， 与
美食一起迎接春天

早餐店生意回暖，复工复产带来人气
漕河泾开发区的 “码农” 都复工了， 返

岗人流带来了早餐的人气。 麦当劳桂菁路餐

厅是张贤每天去新研大厦上班前的必经之地，

3 月以来 ， 她每隔几天就会到这里买早餐 ，

最近麦当劳推出的优惠套餐让她心动。

“近来我们的早餐销售量一直在提升 ，

本周一的销量比上周提高了近 50%。” 麦当

劳桂菁路餐厅店长告诉记者， 针对上班族喝

咖啡的需求， 从 3 月 17 日开始， 麦当劳上海

地区推出咖啡自由卡， 30 元畅享 30 杯中杯

美式咖啡， 以增加顾客到店消费的黏性。

冒着袅袅热气的中式早餐， 人气也在回

升。 老盛昌汤包馆在上海一共有 144 家门店，

除 5 家目前只能提供外卖和打包自带之外 ，

基本已全部复市。 老盛昌田林路店已开了近

8 年， 店长张英说， 周围都是居民区， 大家

总要吃碗面 、 买几个包子 ， “门店复工后 ，

我们坚持每天早餐时间段 6 时开门营业， 最

近人的确多了。”

“整个老盛昌汤包馆的生意正在回暖 ，

本月客流比上月提升了 30%。” 老盛昌总经

理施建峰告诉记者， 企业在防疫期间还推出

了冷冻包子、 汤包、 面条、 大小馄饨等， 可

让消费者买回家烧制。

记者从市早餐工程产业联盟获悉，目前联

盟内大部分企业已全面复工，供货型企业也逐

渐增加了供应量。 光明乳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其向清美供应全系列新鲜酸奶产品，日均

供货恢复到1.5万份； 向芭比馒头店主提供轻

巧包酸奶，日均供货已恢复到1.2万份。

正值春耕时节，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沪郊不失时机抓好农业经济生产。 图为松江

仓桥水晶梨基地大棚内， 果农们正在对梨树进行人工授粉。 岳诚摄

右图： 本报记者昨全媒体直击城市复苏下的餐饮业。 图为昨天上午 8 时许， 位于浦东新

区上南路的老盛昌门店热气袅袅。 本报记者 陈龙摄 制图： 陈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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