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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务实基础上建立的信心，是令人安心的上海力量
杨逸淇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魔都

的烟火气回来了。 这背后的密码，用

一位外企高管的话说，就是“上海有

令人安心的力量”，用两个字来概括，

就是“信心”。

信心源自“史上最严”的精细务实的

防控措施。理论上说，任何防控措施都不

可能永远做到 100%，但不要紧，我们有

三道防线。 第一道：海关检疫。 严防境外

疫情输入是当前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

措施更严格、更全面、更细致。 入境来沪

人员来自或途经重点国家和地区的

100%隔离 ， 来自非重点国家和地区的

100%核酸检测。 为集中力量做好航空口

岸的境外疫情防输入工作，自 3 月 25 日

零时起，虹桥机场暂停所有国际、港澳台

的进出港航班业务， 并将虹桥机场此前

所有国际、 港澳台航班转场至浦东机场

运营。至今，绝大多数病例在第一关就被

筛查出来。 第二道：社区防控。 居家隔离

措施从严从紧，中外人士一视同仁。第三

道：发热门诊。在全市已有 117 家发热门

诊的基础上，增设 182 家发热哨点诊室，

延伸工作“末梢”。 可以说，从舱门到家

门，上海做严做实“三个闭环”，即落地后

专用通道分流排查闭环、“直通车” 接送

转运闭环、 属地社区管控闭环， 环环相

扣、无缝衔接。

信心源自众志成城的口岸联防联控

措施实在到位。 在口岸完整的防控 “闭

环”机制背后，有着卫健、疾控、海关、公

安、社区等等“防控队伍”，仅在浦东与虹桥

两大机场，就有近万人 24 小时值守战“疫”

一线，上海构建起的这整个防控运行体系，

精细务实地涵盖了全方位。 还记得那张看

了以后“让人放心”的刷屏照片吗：一架飞

机停在浦东机场，舷梯下满是救护车，穿着

防护服的海关检疫人员、警察、机场工作人

员严阵以待———这一切原来是为了最快速

度最好防控处理飞机上可能出现的发热乘

客。其实，救护车上停机坪的“桥段”

在机场防疫“大片”里司空见惯，它

映射的是上海治理能力和治理要求

的一个侧面。

在精细务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信心，是令人安心的上海力量。我们

只要坚定信心、保持住耐心，因时因

势优化调整防控策略举措， 没有什

么能把春天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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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祝越 ）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与浦东新区法

院昨天签署合作协议 ， 推出临港

新片区司法服务保障 10 项举措 ，

双方在制度创新和风险防范方面

开展合作 ， 将探索国际商事案例

指导制度 、 专家咨询与陪审机制

等国际商事审判运行机制创新。

自临港新片区揭牌以来 ， 各

级法院积极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临港新片区 、 加快打造更具国际

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

功能区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

去年 12 月 ，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

《关于人民法院为中国 （上海） 自

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提

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颁布 《上海法院

服务保障中国 （上海 ） 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的实施意

见》。 今年 2 月， 上海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出台 《关于服务保障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建设 、

进一步促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施

意见》。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已推出

多项涉临港新片区司法保障举措，

如涉外商事纠纷 “诉讼 、 调解 、

仲裁 ” 一站式解决工作室 ， 自贸

区法庭和自贸区知识产权法庭临

港新片区审判站等。

此次浦东新区法院与临港新

片区管委会合作推出新片区司法

服务保障举措 ， 是对上述意见的

深入落实 ， 双方将建立信息交换

共享机制 、 司法数据对接平台和

联席会议制度 ， 联合开展制度创

新与风险防范前瞻研究 ， 共同推

进临港新片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协议签署后 ， 临港新片区一

体化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将与浦东

法院司法数据系统完成对接 。 浦

东法院将深度开发应用自贸区司

法大数据系统， 推动该系统完善及深度应用 ， 定期研究

新片区内的涉诉案件规律和发展趋势， 发布相关金融审

判白皮书及相关典型案例， 规范和引导新片区内金融市

场主体依法开展经济活动， 遏止金融领域重大风险苗头。

若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或国际商事规则 、 商事惯

例， 浦东法院将充分尊重， 并与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查

明中心、 涉外仲裁机构等加强沟通合作， 积极推动现有

域外法查明资源的整合； 组织涉新片区案件审判团队开

展专题培训， 提高法官外国法查明和适用能力。

浦东法院还将建立涉新片区案件审判专家咨询制度，

完善涉自贸及新片区审判领域专家名册， 选聘权威商贸、

金融、 法律等方面专家担任咨询专家， 为依法公正审理

国际商事、 金融、 知识产权等案件提供咨询或论证意见，

强化相关案件审判的智力支持。

荩江南造船今年任务

繁重， 这家百年企业正争

分夺秒， 力争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把失去的时间抢

回来。

阮瑞旻摄
茛在江南造船基地内

部， 火热的工作场景随处

可见。

梁静摄

，更奋发有为的状态和精准有力的举措，确保既定任务和指标全面完成

长江口，长兴岛，江南造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近日人来人往，异常忙碌，飞舞的

焊花仿佛发令枪与信号弹，指引这家百年企

业为打赢疫情阻击战与生产保卫战而竭尽

全力。

今年，江南造船的生产任务原本就非常

繁重，突如其来的疫情，又使得它在一年的

开始就错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 面对挑战，

企业坚定表达了“营业收入不变、交船数量

不减 、接单总量不降 ”的信念 。 目前 ，厂区

90%以上的人员已到岗，大家都有着同样的

目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失去的时间

抢回来。

集中力量打“决胜之战”

江南造船的作业量近几年持续增长 ，

在计划工时方面， 今年相比去年原本有超

过 25%的增长， 其中民船线的任务又特别

艰巨， 上半年计划交付一艘 8.4 万立方米

超大型液化气船 （VLGC）、 一艘 2.8 万立

方米液化天然气浮式再气化驳船 （LNG-

FRU）， 目前正是两艘船建造的关键阶段。

“后墙不倒 ”， 特别是保障关键产品

生产 ， 这是江南造船当前的底线 。 为此 ，

需要努力实现防控与发展 “两手抓、 两手

硬”。

从 2 月开始， 公司统筹调整了生产计

划， 希望通过更合理、 更聚焦的资源配置

和激励措施， 用管理拼出效率、 争取时间。

特殊时期， 集中优势力量打 “决胜之

战” 是必须的。 此前， 江南造船已将在建

项目分为 “关键” “重要” “一般” 三个

等级， 形成三个梯队， 目标是释放出一部

分次级梯队的产能， 集中投放到第一梯队。

具体执行中， 公司强化跨部门整合， 比如：

尝试将负责不同产品线的两个生产部门进

行捆绑考核， 从而让一线更主动、 更积极

地把能力集中到关键项目上。

目前 ， 江南造船开始试行 “六天工

作制 ”。 在鼓励员工适当加班的同时 ， 辅

之以激励机制 ， 对评估为 “关键 ” 的项

目 ， 员工的加班费将再增加 20% 。 有了

激励 ， 也要有约束———公司与各生产部

门负责人陆续签订 “军令状 ”， 承诺计划

节点必须按期达标 。

动足脑筋让返乡员工顺利返岗

复工复产，最关键的是人。 面对疫情影

响，要让返乡员工顺利返岗，江南造船动足

了脑筋。

春节前，公司在第一时间启动人员的统

计追踪，并明确返回条件。春节期间，经层层

排摸，对包括驻厂工作组、船东船检、服务商

等在内的全体人员信息进行梳理，形成返沪

返岗预案。

“哪怕千辛万苦，也要带你们回来。 ”一

个月来，许多人为了这句沉甸甸的话而努力

着。 通过与多个部门合作，江南造船先后派

出或征集到近 70 辆专车，从安徽、河南等 5

省 19 市接回了 1000 多名员工。

人回来了，但还需通过防控关。 经内部

挖潜，江南造船腾出 500 多间房间，整顿原

有宿舍，筹集到大量隔离观察点。 为做好服

务，加强管理，公司组建了一支 300 多人的

志愿者队伍，保障好返沪观察员工的基本生

活，同时也承担信息录入、秩序维护、管控巡

逻等任务。

除了接人，公司例行的新人招募也在继

续。为了不错失时间、不耽误进度，公司特意

为尚未到岗的新员工提前提供培训，以在线

授课的方式开班， 并逐步增加 “小班课”密

度，从而尽量压缩新员工的适应期。

通过综合施策，江南造船形成了一个应

对疫情的人力资源“蓄水池”。 目前，大量生

产骨干已回到车间码头，有力支撑了生产经

营的提速。

上下游携手构筑“统一战线”

建造一条现代化船舶，需要整条产业链

的配合。 在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江南造船

想方设法与上下游携手，构筑“统一战线”。

由于疫情逐渐在全球蔓延，公司多个在

建船舶面临着国外船东、服务商、接船员无

法就位的困难。 在此情况下，公司采取了临

时应对措施，比如视频指导安装、远程设备

调试、远程产品认可等，尽量降低冲击。

在防控的基调下推进生产，合理调配合

作伙伴的力量，更能体现企业功力。 对此，江

南造船的配套部门一早就进行谋划， 做足预

案。 在物流保障方面，由于措施得力，目前基

地码头每天都在卸货， 物资供应已不存在大

的问题；在舾装件（大型船用零件）供应方面，

公司与多家供应商进行协调， 争取让复工率

高、 产能有保障的供应商填补其他合作伙伴

的缺口，并且将产能更加聚焦于重点产品。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敬畏之心；

面对突发情况，必须快速反应。”两个月来的

考验， 给江南造船留下了许多可总结的经

验。 不过，目前更重要的还是把失去的进度

追回来。 对于今年的发展，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拿出更加奋发有为的状态和精准有

力的举措，确保既定任务和指标全面完成。

“容缺受理”助企业复工跑出加速度
浦东新区深化“一网通办”，依托“云”服务和创新便利化举措，大大提升办事效率

日均人流量 3486 人次 、 日均办件量

2634 件。 在合欢路上的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

心，最近几天，企业办事热度稳步回升，已与疫

情前基本持平。其中，企业设立、道路货物运输

办理、其他工时审批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等

业务日均办理量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为给复工复产复市按下“快捷键”，浦东新

区通过进一步深化 “一网通办”， 依托远程核

验、在线帮办、智能引导、容缺受理、告知承诺

等“云”服务和创新的便利化举措，让更多企业

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大大提升办事效率。

智能引导
弹性设置窗口实现错峰办理

记者昨天在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采访

时发现，大门口用隔离带分成进出两个通道，

进口处设置了随申码检查和红外线测体温流

程。 一楼大厅内，除了“已消毒”的醒目标志

外，窗口前的人气已基本恢复。

据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黄海霞介绍，为

了减少大家逗留的时间， 办事人员可以在手

机上提前预约，借助人脸识别技术，取号后，

具体的排队窗口范围就已经被“锁定”，短信、

微信小程序会及时提醒排队进度， 实现智能

无声叫号。 整个办事大厅还采用智能引导的

办法，根据人流量弹性设置窗口，错峰办理，

动态调整。

在疫情防控期间， 针对特殊人群的办事

需求，企业服务中心在线上提供远程帮办、电

话咨询，线下则提供大厅帮办。 “很多企业都

想了解浦东惠企‘18 条’等最新支持服务企

业政策措施内容， 我们就开设了政策服务咨

询专窗，提供一口式咨询引导，让企业获助更

便捷。 ”黄海霞说。

远程核验
足不出户就能办成事

“我们这次是想要新设一家医疗器械企

业，但两名股东和联络员都不在上海，一时间

没办法赶到现场办理。”华君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董事长毛萍华告诉记者，浦东推出的“远程

核”解了她的燃眉之急，通过微信小程序远程

完成身份核验，营业执照很快就办了下来。目

前，这家主要生产口罩、防护服的企业已开足

马力加速生产。

黄海霞表示， 在企业新设环节试点应用

远程身份核验的基础上， 浦东快速应对疫情

期间企业办事需求，全面实施“远程核”，实现

了范围、事项、人员“三个全覆盖”，切实免除

了企业在登记过程中股东、 法定代表人等人

员“拿着身份证、特地跑一趟”的麻烦。

目前，无论是企业新设，还是信息变更，

企业人员都只需在微信小程序上点一点、扫

一扫、签一签，足不出户就能把事办成。 2 月

3 日至 3 月 20 日，共有 1842 家企业 3880 人

次在线进行远程身份核验 ， 目前日均核验

数、核验人数达到 126 户、231 人次。

容缺受理
助力企业加速度复产

在“单窗通办”综合窗口收件过程中，浦

东还根据企业公共信用评估结果，开辟出“告

知承诺”“容缺受理”绿色通道，助力企业跑出

复工复产复市加速度。

主要生产经营消毒液产品的宇昂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正是 “容缺受理” 措施的受益

企业之一。 因为业务发展需要， 宇昂公司在

搬迁退租手续办理过程中， 急需完成营业执

照住所变更， 尽早在具备生产条件的厂房复

工复产。

获悉这一情况后 ， 浦东新区企业服务

中心迅速启动了窗口快速反应机制 ， 指派

业务骨干与企业对接 ， 全程提供指导帮

助 ， 还积极与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审批部

门沟通 。

在主要材料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 针对

地址变更材料中租赁合同存在不影响主体

的个别内容缺失的情况， 采用 “容缺受理”

办法 ， 审核当天就制发了宇昂公司变更登

记后的营业执照。

数据显示， 2 月 3 日至 3 月 20 日 ， 浦

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共为企业提供告知承

诺、 容缺受理 950 件。

（上接第一版） 中方愿同包括德国在内的各方加强协调合作，

发出同舟共济、 团结抗疫的声音， 提振国际社会信心。 要兼顾

当下和长远， 统筹国内效应和全球影响，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 稳市场、 保增长， 稳就业、 保民生， 同时推动市场开放，

确保全球供应链开放、 稳定、 安全。

习近平强调， 中德双方要继续做好重要政治议程筹划， 持

续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 确保中德、 中欧产业链、 供应链稳

定， 挖掘新兴产业合作潜力， 减少疫情冲击。

默克尔表示， 当前欧洲疫情形势严峻， 德方正在采取果断

防控措施。 德方感谢中方提供的及时和宝贵帮助， 希望同中方

开展疫苗、 药物研发等领域科研合作， 树立团结抗疫的榜样。

德方主张基于事实， 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

对疫情。 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加强协调合作， 相互支持， 为克

服当前危机、 稳定全球经济发挥引领作用。 德方期待疫情过后

同中方继续推进德中、 欧中重要交往合作。

（上接第一版） 企业负责人说， 中芯国际已实现 14 纳米芯片量

产， 下一代工艺研发进展顺利， 目前企业产能利用率 100%，

复工率达到 96%。 随后， 市领导来到平头哥 （上海） 半导体

技术有限公司， 听取企业助力抗击疫情、 开展人工智能芯片设

计研发等情况介绍。 龚正指出， 上海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

最完整、 集中度最高、 综合技术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希望

更多企业扎根上海， 继续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 全力打造

产业高地。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承担着三个型号商用飞机的

设计研发、 试验验证及关键技术攻关等任务。 在中国商飞董事

长贺东风陪同下， 市领导察看公司研发实验室， 并登上 C919

展示样机， 察看驾驶舱和客舱。 “上海将全力服务国家战略，

支持中国商飞发展。” 龚正指出， 希望企业集聚国内外优秀人

才， 加大科技研发力度， 努力打造拳头产品， 加快构建大飞机

产业体系。

市领导吴清、 翁祖亮参加相关调研。

习近平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

提供更精准服务打造更好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