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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鸣 何易

!

复工以来的第六周! 上海商场建筑的日平均用电强度上
升到

!"#$%

瓦时
&

平方米! 达到春节前能耗水平的八成以上!

较复工第一周增长了
"'(

" 这标志着本市商业经济进入快速复
苏期! 成为全市复工复产复市较快的行业

!

在建筑空调系统未全部恢复使用的前提下! 本市公共建
筑总体日平均用电强度为

)%*

瓦时
&

平方米! 和春节假期同口
径比较! 增长

+'(

! 较复工第一周日平均用电量增加约
##

万
度! 已达到春节前的近

%'(

!

本报记者 史博臻

三轮筛查!五个!""#筑起严防疫情输入第一道防线
亲历者讲述

!"#$%

航班入境经历

!爱与希望比病毒蔓延更快" #乘客
小俞昨天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这条消息"

他搭乘的
!"#$%

航班于当地时间
&

月
%$

日凌晨从迪拜起飞$ 北京时间
%$

日
'&

时
()

分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

%(

日上午小俞到达普陀区集中隔离点"

回家之路不易$ 但环环相扣% 无缝衔
接的全流程闭环式管理让小俞安心"

三轮筛查% 五个
'))*

$ 严而又严
的措施$ 为这座城市守牢外防输入第
一关" 目前$ 所有入境上海的人员都
必须

'))*

进行核酸检测& 来自或途经
重点国家 '地区($ 实施

'))*

登临检
疫 %

'))*

健康卡查验 %

'))*

测温 %

'))*

隔离
'$

天"

上海海关 % 边检 % 公安 % 卫生 %

机场和地区政府的通力配合% 高度协
同$ 筑起严防疫情输入的第一道防线"

一线战 !疫 # 人员不曾惊天动地$ 只
有一张张平凡的面庞$ 一个个一站就是
十几个小时" 他们坚守在那里$ 日日夜
夜$ 只为守好空中 !门户#$ 让这座城
市更加平安祥和"

!终于可以松掉紧绷

着的那根弦"

说不担心$ 是不可能的"

今年
%

月$ 小俞从上海前往迪拜出
差" 随着国外疫情的不断蔓延$ 小俞
把原定

&

月底回国的航班提前改签了"

!本来打算从北京转机回上海$# 小俞
说 $ !没想到临出发前 $ 收到短信提
示$ 飞机将先落地上海"#

戴口罩是一定的" 为了不摘口罩$

减少接触$ 小俞决定在航班上不吃不
喝不上厕所" 飞机

&

月
%$

日
'&

时
()

分落
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停靠在了远机
位"

'$

时
'&

分$舱门打开"数名上海海关
关员实施登临检疫$对乘务长报告的经
济舱有症状人员安排至公务舱进行流
调&对机上所有旅客进行测温和症状观
察$体温正常无干咳的安排下机&有发
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者$ 引导至公务
舱复测流调$ 给口罩% 手套"

看到全副武装的海关工作人员 $

小俞第一感受是$ 自己终于可以松掉
紧绷着的那根弦了"

机场公安分局机坪中队中队长朱
晨华和当班巡逻民警李文% 唐志英一
起$ 也早就开着警车等在了机位附近"

对登临检疫% 体温监测等环节查
出的有发热等症状的入境人员$ 同步
开展医学排查$ 并立即安排

'%)

车辆转
运至指定医疗机构诊疗" 在机坪范围
内$ 这些救护车需要机坪中队的警车
护送"

朱晨华介绍$ 机坪中队一共有
#

个
人$ 每班有

%

个巡逻民警$ 当班的
%$

小
时之内$ 前前后后要接送五六十次"

连夜!造"出!迷你口岸"

'(

时
)$

分$ 机上旅客开始有序下
机 " 为尽可能保障现场安全 % 有序 $

下机时 $ 旅客被分成
%)

人左右一批 $

每批间隔
'(

分钟" 数辆专用摆渡车作
为临时核酸采样点$ 大巴车门正对舱
门$ 每辆大巴上

%

个采样工位$ 由市疾
控中心安排的专业医师逐一对旅客进
行咽拭子采样$ 做核酸检测" 现场采
样组负责人廖坚说$ 整个采样过程仅
需
(

分钟左右"

廖坚告诉记者$ 这两天来了
%+

名
护士$ 大家就住在浦东机场附近"

&

月
%$

日早上
+

点多$ 他们就到现场踩点$

!我们需要熟悉流程$ 然后午饭是大家
轮流吃#"

',

时
&&

分$ 在仅
'

个多小时的时间
里$ 航班上乘客全部完成咽拭子采样"

',

时
()

分$

'-

名机组成员也全部完成
采样工作"

采样完成后 $ 小俞登上摆渡车 $

前往 !迷你口岸#$ 进行
'))*

流行病
学调查% 出关等程序$ 同时耐心等待
核酸检测结果"

此前$ 机场与海关% 边检等部门
密切配合$ 在

.%

卫星厅腾出
,)'

号远机
位候机厅$ 仅花了

'(

个小时$ 就完成
了候机厅的布局调整和改造施工$ 连
夜 !造# 出了一个 !迷你口岸#" 机场
还尽可能为旅客提供较为宽松舒适的
人性化环境$ 座椅全部配备必要的电
源设备$ 便于旅客充电通讯"

饿了
')

多个小时的小俞$ 在这里
吃上了热饭" !土豆咖喱鸡$ 笋烧里脊
肉$ 还有青菜" 虽然只是普通盒饭$ 但
太香了"#

进入候机厅后$ 所有旅客按照飞
机上座位编号对号入座$ 避免发生新
交叉" 机场在该区域配备了

(

名保洁人
员$ 负责大厅和卫生间的不间断保洁$

确保区域清洁卫生"

!很多人声音听上去

是嘶哑的"

&

月
%(

日凌晨
%

时
(-

分$该航班旅客
及机组人员全部完成核酸检测"在全流
程闭环管理下$他们被分成

$

个部分"

一部分由
'%)

送医$ 其中
%

人核酸
检测阳性"

一部分为核酸检测阳性旅客密切
接触者$ 被送往集中隔离点观察"

一部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流程 $

进入 !闭环管理#$ 从上海入境$ 交苏
浙皖

&

省及本市
',

区接收转送"

排除风险后的乘客重新登机$ 继
续飞往北京"

另外$机组
'-

人$核酸检测均为阴
性$留在上海由国航上海分公司接管"

小俞由本市接收转运" 他和普陀
区驻机场工作组取得了联系" 登记完
信息后$ 工作人员告诉他找个地方坐
一下$ 等大巴来" 其间$ 每隔一段时
间$ 就会有一个全副武装的保洁员过
来$ 对旅客的等候区进行消毒"

&

月
%(

日上午他坐指定大巴$ 到达普陀区集
中隔离点"

按照 !外防输入% 内控扩散# 的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普陀区前方根据
浦东航班批次$ 指挥部结合每日早中
晚每小时入境人数和实际客流量$ 不
断优化浦东车辆接送的往来班次" 后
方指挥部根据目前人员运转规律$ 优
化工作流程% 加强沟通疏导$ 在机场
入境% 车辆调度% 咽拭子检测% 社区
转运每个环节做到衔接有序$ 从 !舱
门 # 到 !家门 # 做到全链路闭环 "

&

月
%(

日
,

时
$(

分 $

!"#$%

飞往北
京"

!每个工作人员都戴着护目镜$穿
着防护服" 很多人声音听上去是嘶哑
的$说的很多话其实听不清楚"# 小俞
说$ !现在就希望这个疫情早点结束$

大家都能恢复正常"#

这$ 也是所有为这场疫情奔波的
人的心愿"

!!!"!"#"#$

%&$%

年
&

月
$'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

李 征要闻 公告

做实下沉街镇事务准入管理机制
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工作推进

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举行 廖国勋讲话
本报讯 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

层建设工作推进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昨
天下午举行" 市委副书记廖国勋出席会
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绍良
主持会议$副市长彭沉雷作工作部署"

会议指出$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
市委部署$紧盯!一流#目标$立足超大城
市特点和发展规律$坚持!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高标准引领%高技
术支撑%高效能服务管理$以一流治理促
进一流发展%提升一流品质$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指出$ 要慎终如始抓紧抓实抓
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强化属地责任$严

防境外输入性风险$ 主动服务企业复工
复产$ 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筑牢 !防疫大
堤#"要牵牢社会治理!牛鼻子#$加强!一
网统管#建设$整合各方系统数据$开发
更多有针对性的应用场景$ 密切智能化
应用与基层工作的关联度" 要做强基层
基础关键点$夯实基层队伍建设$选优配
强带头人$优化条块双向考核机制$做实
下沉街镇事务的准入管理机制$ 真正向
基层有效赋权%为基层减负"要唱好多元
参与!大合唱#$鼓励支持社会组织积极
参与$推动群团组织力量下沉到位$进一
步激发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

会上$ 市房管局% 杨浦区% 闵行区
作交流发言"

用电量!爬坡"#商业快速恢复元气
店开了 $ 人来了 $ 烟火气旺了 $

实体商业的活力正在申城渐渐回暖 "

复市以后$ 商场% 购物中心运营情况
如何 ) 最新的用电大数据给出答案 *

复工第六周$ 全市商场建筑日平均用
电强度较第五周增加近

-*

$ 已恢复
到春节前的八成以上" 由此可见$ 上
海商业已步入快速恢复期"

大数据时代$ 让复工复产状况有
!数# 为证"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联
合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对上海公共建筑
耗能监测平台纳入的

'-+)

多栋公共建
筑进行分析$ 了解春节前% 春节假期
和节后复工六周来的情况$ 解读主要
行业运转形势" 总体来说$ 虽然不同
行业的复苏进展有所差别$ 但总体趋
势向好"

曲线攀升再攀升#商业领

域复市速度抢眼

!喝着奶茶开着车$ 吃着火锅唱
着歌#$ 网络流行语的背后$ 是社会公
众近期被激活的多种消费需求" 此前$

上海多部门发文促进消费市场扩容提
质$ 各大商场% 购物中心在采取防范
措施严控疫情的前提下陆续开业$ 客

流量逐步提升"

从用电能耗看开业率$ 是一条逐
步攀升的 !上坡曲线#" 上周是全市

%

月
')

日复工以来的第六周$ 商场建筑
的日平均用电强度上升到

%$,/#

瓦时
0

平方米$ 达到春节前能耗水平的八成
以上$ 较复工第一周增长了

$)*

" 这
表明 $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 $

本市商场营业时间基本恢复到正常状
态$ 活动陆续恢复$ 标志着商业经济
进入快速复苏期$ 成为全市复工复产
复市较快的行业"

轨道交通
%

号线沿线从中山公园
到南京东路附近 $ 商业综合体林立 $

网红店铺也比较多" 大数据分析团队
选取了其中

#

栋大型商业综合体的数
据加以解读$ 总经营面积近

$)

万平方

米" 纵向比较$ 复工第二周较第一周
增长

()*

$ 此后每周较前一周平均增
长

-*

& 复工第六周较第一周增长了
'))*

$ 已恢复到节前八成左右" 可以
说$ 以核心商圈为代表的商业氛围日
渐浓郁$ 给整座城市逐渐回归常态增
添新的活力与强劲脉动"

全市正快速进入复工复

产复市状态

从趋势来看$ 建筑用能与复工复
产率呈正相关"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
委节能建材处处长陈宁说$ 一般认为$

建筑运行能耗数据能反映出人的行为$

比如办公% 购物% 用餐% 就医或者入
住酒店" !我们把时间划分成三个维

度+++今年春节前% 春节假期期间和
复工后$ 便于动态掌握复工情况"#

总体来看$ 复工第六周$ 在建筑
空调系统未全部恢复使用的前提下$本
市公共建筑总体日平均用电强度为
'#-

瓦时
0

平方米$和春节假期同口径比
较$增长了

&)*

$较复工第一周日平均
用电量增加约

,,

万度"陈宁补充道$如
果扣除春节前和复工第六周空调耗能
的影响因素$ 现在已达到春节前的近
#)*

$显然本市各行业正快速复苏"

据了解$ 本次纳入统计的公共建
筑共分五类$ 除商场外$ 还包括写字
楼% 宾馆酒店% 医疗卫生机构% 政府
部门" 复工以来$ 部分公共建筑用电
强度保持稳定" 其中$ 医疗卫生机构
基本在

'

月
%-

日前后复工$ 同口径比
较$ 目前日平均用能强度已恢复到春
节前一周的八成水平$ 说明各大医院
的门急诊量及人流较之前已有明显上
升& 商务办公楼宇自复工至今$ 日平
均用电强度基本维持在

'+)

瓦时
0

平方
米左右$ 同口径比较$ 能耗水平恢复
到春节前一周的九成"

有专家表示$ 随着上海把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
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 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快速回归常态化运转$ 本周全市
用电大数据更值得期待"

机场口岸他们"#小时值守#为这座城#为这些人
预警布控重点旅客无一遗漏$登临

检疫人人过关$最大限度地加快了旅客
通关,,上海浦东机场口岸海关%边检
通力合作 $用 !逆行 #诠释初心 $以 !决
胜#践行使命$坚守在防范境外疫情输
入最前沿"

海关$这里#夜晚不道!晚安"

!慢点吃别噎着$来$喝口水" #看着
科长递过来的水杯$

#)

后关员张润冲舔
着干裂的嘴唇摇了摇头$用力咽下一口
白饭后$奔向防护物资区再次穿上防护
服%带齐装备$去远机位等候下一个航
班的到来"

!所有入境航班全部实施登临检
疫$

%$

小时坚守登临检疫岗位$ 大家不
喝水$不上厕所$只能利用换防护服的
间隙吃几口盒饭补充能量"#昨天凌晨

'

点$浦东机场海关值机处值机三科科长
周银漪$看着同志们不停地在停机坪和
办公室来回奔波$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凌晨
&

点$周银漪 !全副武装 #$在
寒风中迎接航班的降落" !你累不) #!还
行$我年轻$挺得住" #!战-疫.进入最吃
劲的关键阶段$我们都得打起十二分精
神" #停机坪上$周银漪一边用对讲机和
下一道流程旅检的关员交接航班上最
后一批旅客$一边在关心地询问着身边
的国门新兵张润冲"

疫情初期登机检疫时$旅客看到全
套防护的关员很紧张$时时询问是不是
出了什么事" !甚至有些乘务长会和我
们说$能不能偷偷地把乘客带到舱外来

检疫$不想引起恐慌" #现在开舱门后$

乘务长会第一时间将基本排摸情况进
行报告$!身体不适和有特殊接触史旅
行史的乘客$都已经在登机时就安排在
飞机的最后舱位面$有条件的和前面乘
客至少隔空三排#"

在周银漪脑海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
场景* 一名回国的女孩在测量体温时有
一点超标$突然奔溃痛哭起来" 关员连忙
蹲下来安慰她*!孩子没事$不要怕$你已
经回到祖国$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 $必须全面排
查入境人员$并分批引导至不同通道作
进一步处置$这是海关的工作规范" 我
们也尽可能多地抽调业务骨干来做排
查$很多关员已连续工作

%$

小时以上$

为的是大家的健康" #碰到有乘客会因
为长时间等候情绪不稳定$关员们都会
详细解释流程$ 减轻旅客的心理负担$

但密不透风的
1#(

口罩让他们每次讲
话都要费力!嘶喊#"

!一番劝解过后 $也有乘客反过来
慰问致谢$虽然都戴着口罩 $但他们理
解的眼神$也让我们瞬间倍感温暖" #旅
客的支持配合让大家深感肩头责任和
工作价值所在$ 激励着大家坚定信心$

守好国门战!疫#防线"

昨天上午
#

点$换班的张润冲回到
医废区$ 小心翼翼地脱下身上的防护
服$向外卷好丢弃" 在全面消毒后$回到
办公室$他!咕咚咕咚#灌下两大杯水 $

长长地舒了口气"

!然而换班时间到了 $但科里还有
部分关员没回来$#周银漪告诉记者$当
班值机科工作区域覆盖两个航站楼和
两个卫星厅的所有机位$交接班时间经

常有航班正在处置$所以都不能准点下
班"

%

月底以来$每个班次$大家都会提
前到岗作登临准备 $ 推迟下班也是常
态$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 $大家都变得
憔悴了$也更!苗条#了"

边检$ 坚守国门疫情不

退我们不退

随着国外疫情的不断蔓延$上海边
检总站积极融入驻地整体防控体系$在
入境人员境外办理值机% 航班起飞后%

落地入境前三个主要环节$提前掌握国
际航班载运人员信息的变化$并开展大
数据分析$从中排查出来自疫情严重国
家和地区的人员"

!虽然穿着防护服很辛苦 $但是一
想到是大家一起奋斗 $ 就感觉很有意
义" #在浦东机场口岸抗疫一线$边检民
警占鹏已经在国门一线坚守了

,)

天 "

这个!武汉伢#$是新晋奶爸$也是!火雷
战疫突击队#队员" 现在他最期盼的就
是疫情快点结束$回家看看他四个月大
的儿子$抱他去看樱花飘落%东湖晚照"

穿上防护服$ 护目镜压得鼻子疼$

口罩勒得耳朵疼$他依然细心耐心询问
入境旅客行程$ 仔细翻看护照资料页$

查看各国签证%出入境验讫章 $将各项
信息采集到位$ 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占鹏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工作状态"

重点航班抵达上海$占鹏立即穿好
防护服$在停机坪等候航班停靠 $飞机
抵达$舱门开启$获悉机上人员需从机
坪直接转运查验" 他马上在现场进行人
证对照$收齐旅客护照后 $交由支援民
警办理入境边检手续$然后把守梯口桥

位$防止无关人员误入,,

所有手续办理完毕$

&

个半小时过
去了"当他脱下防护服$汗水早已浸湿了
衣服$口罩在他脸上勒出了深深的红印$

他一边擦拭额头的汗水一边乐呵呵地
说*!作为一名武汉人$ 这么多人为我家
乡付出$我付出这一点点不算什么" #

昨天凌晨$喧嚣了一天的候检大厅
终于迎来短暂的平静$只摆放着塑料板
凳的临时休息室里 $ 坐满了边检 !大
白#" 为了节约防护服$也为了避免传染
风险$他们不喝水%不回备勤室$只是坐
在那儿扭动一下脖子%活动一下肩膀"

!女同志先下来吧 $男同志再坚持
一会儿$ 还有几个旅客在海关那边待
检" #现场队长走到!大白#们身后说$此
时入境大厅的电子钟上红色的

%

*

&)

如
此耀眼"

凌晨
&

时
&

分$

2%

入境大厅" 民警
边婕坐在勤务督导台内统计一天的执
勤数据$ 她抬头看了一眼验证台内等旅
客来的!大白#们$泪点很高的她眼眶也
有些湿润$!之前看新闻说医护人员七八
个小时不脱防护服$觉得不可思议$现在
却觉得挺正常$不喝水哪来的需求) #

凌晨
$

时$女警宿舍" 边婕在微信
朋友圈发了这么一段话*!家人%朋友看
到我的照片都叮嘱我注意安全$我都说
请放心" 那你们知道我的信心从哪里来
吗) 或许你会猜那一定是我的战友$其
实不全是$我的信心也来自旅客" 他们
飞行了十几个小时$抵达后还要接受一
关又一关的询问和检查$但没有一个人
有怨言" 平时可能会计较$这个时候没
有人计较$ 他们理性平和对待检查$他
们配合做每件事,,#

!

本报记者 何 易

!

上海海关关员登临检疫!对机上所有旅客进行测温和症状观察"

"#

在临时核酸采样点#$$专用摆渡大巴上!市疾控中心安排的专业医师逐一对下机旅客

进行检测% %均上海边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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