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李晨琰

吴凡：看到“大白”别紧张，如实配合流调很重要
市民要坚持做好“防疫三件套”“防护五还要”，未接种疫苗的市民尽快接种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身着防护服，戴
口罩、护目镜、穿袖套……“大白”忙碌的身
影让部分市民感觉有些紧张。 昨天举行的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 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直言， 看到 “大
白”别紧张，这是对工作人员的基本防护规
范要求 ，希望大家不信谣 ，不传谣 ，若 “大
白”找到你，也请如实配合流调。

“当你看到‘大白 ’在工作时 ，并不意

味着有了确诊病例 。” 吴凡说 ，“大白 ”出
没， 一般有几种情况： 核酸检测出现异常
时，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排查人员；发
现确诊病例时，排查密接及次密接；进行环
境采样及环境终末消毒时， 也要求工作人
员规范防护。

吴凡提醒，如果“大白”找到你核实信
息，一定要如实、详尽回忆，告知行程包括
接触的范围、社会的交往等，刻意隐瞒不仅
对个人， 而且对整个区域乃至城市都会有

很大影响，“如果故意隐瞒造成严重后果，

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追究个人刑事责任，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
配合流调工作，如实提供信息”。

针对个人防护，吴凡建议，市民要坚持
做好“防疫三件套”“防护五还要”。近期，国
内多地发生本土病例， 建议市民非必要不
离沪， 近期暂不前往境外和国内中高风险
地区。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不必要的大型聚
会尽量不要参加， 谨记口罩和社交距离两

个非常重要的防疫措施。

吴凡同时呼吁，还未接种疫苗的市民
尽快接种，尚未完成全程接种的市民尽快
预约。“从目前全世界范围来看，新冠疫苗
对于降低病毒的传播 、减少重症 、降低病
死率非常有效。”吴凡说，有些朋友可能担
心身体不好没有接种，其实绝大部分人群
在慢性疾病稳定期均可接种新冠疫苗 ，

“大家不妨到疫苗接种点，请专业医生作准
确判断”。

上海外贸进出口连续14个月保持同比增长
今年前7个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总值2.2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5%

本报讯 （记者何易）记者昨天从上海
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上海市实现进出
口总值 2.21万亿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17.5%。其中出口8356.9亿元，增长9.9%；进
口1.38万亿元，增长22.6%。机电产品出口
占近七成，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降。

以7月为例，上海市外贸进出口3280.9

亿元 ，增长9.2%，是连续保持增长的第14

个月。今年前7个月，上海市以一般贸易方
式进出口1.28万亿元，增长26.6%。同期，以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方式进出口

4836.6亿元，增长17.6%。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比超过六成，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较快。 上海市外商投
资企业进出口1.36万亿元， 增长11.9%，占
同期上海市进出口总值的61.5%。 民营企

业进出口5993.6亿元，增长33.1%，占27.1%。

国有企业进出口2507.1亿元， 增长16.8%，占

11.3%。

对欧盟进出口占同期上海市进出口总值
超两成。上海市对欧盟进出口4515.8亿元，增
长26%， 占同期上海市进出口总值的20.4%。

同期 ，对东盟进出口2983.8亿元 ，增长16%，

占13.5%； 对美国进出口2740.4亿元 ， 增长

2%，占12.4%。

上海市出口机电产品5709.5亿元， 增长

10.9%，占同期上海市出口总值的68.3%。其中，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1052.3亿
元， 增长4.9%； 集成电路出口914亿元， 增长

11.9%；汽车出口267.8亿元，增长212%；汽车零
配件出口263.3亿元，增长33.6%。劳动密集型
产品出口1041.5亿元，下降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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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光明奶折射经济数字化“核心驱动力”
打造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两网贯通”平台，实现全流程可控———

光明乳业的新品发布速度正变得越来
越快。 肠道功能性新品益菌多小蓝瓶上市
仅两个月， 就已深度分销至全国90余个城
市，累计销售100万瓶，迅速成为新“网红”。

新品如何能“从0到1”快速走红？益菌
多小蓝瓶蹿红市场的传奇经历， 充满着数
字化特征———从“云养牛”牧场到“无人工
厂”，从冷链物流到市场消费———从源头到
终端的全产业链设备互联、数据互通、智能
协同，给这款新品的消费洞察、研发、营销
一路踩下“油门”。这一滴奶的数字化之旅，

折射的正是新一轮产业变革背后的经济数
字化“核心驱动力”。

“无人工厂”和近万个阀门

网红小蓝瓶的“出生地”，位于闵行区
马桥镇的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 走进这
家“无人工厂”，穿行在1.6公里长的玻璃通
道里， 记者印象最深的是无数道阀门———

这是乳制品制造工厂独有的特色。 这里有
近1万个阀门，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数字
化项目负责人王剑铭特别看重这一数字。

阀门决定走向，“一开一关”之间，不同
产品和介质在阀阵中各行其道，井然有序。

生奶“按需分配”，分别被输送到巴氏鲜奶、

酸奶、常温奶等各道不同工序中。小蓝瓶的
生产，涉及收奶、混料、杀菌、发酵、破乳、翻
缸、待装供料等操作环节，与其他生产线有
分有合，经过近千个阀门以及监控点。

这些阀门和监控点的管理高度智能
化、自动化，工厂操作间里看不到工人，操
作工都集中在中控室， 也就是被称作工厂
“中枢神经”的地方。记者在这里看到，工作
人员通过控制闪烁着灯光的“阀阵”，使生
产的整个流程有条不紊地运转。

机器轰隆隆转动， 生奶从走上生产线
开始，在管道中一路往前冲，待到“落地”已
是成品。品控的物理环节是上万个阀门，流
转的数据则是看不见的软实力。“我们在全
球首创了低温液态奶全产业链可追溯体
系。”王剑铭介绍，它可以使生产信息自动
采集，让数据层层关联、环环相扣，实现生
产全过程数字化管理，降低不良品率。

据悉， 光明乳业乳制品全产业链智能
工厂是上海首批20家智能工厂之一， 通过
全过程数字化管理和控制，“无人工厂”全
流程运营成本可降低41.9%， 产品升级周
期可缩短34.2%。

从源头到终端的数字化管理

在数字化“无人工厂”，一瓶瓶优质牛

奶日复一日地高效产出。而在其上下游，无
论是奶源管理，还是物流配送、零售终端，

光明乳业同样运用数字技术全方位、 全角
度、全链条进行赋能提升，支撑更大生态体
系中的数字化应用。

在上游，奶源管理曾是一道难题。光明
乳业在全国有22个牧场，分布在天南地北，

如何在生产管理中做到 “一屏观全国”？光
明乳业下属光明牧业信息中心主任王伟告
诉记者，这几年通过5G、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了“云养牛”。5G技术加
持下的视频画面更加清晰，牛舍环境、奶牛
活动以及挤奶生产环境都能“实况直播”。

在下游，营销、配送、分发，都是数字化
时代制造企业直面消费者的第一连接点。

光明乳业董事长濮韶华告诉记者， 面对新
场景，光明乳业将原有的 “订奶专家 ”App

转型为宅配电商平台“随心订”，从信息化
向数字化跃升，“基于云计算、 大数据技术
和中台架构，我们对内打通供应链、门店、

奶站和物流资源， 对外重构消费者 ‘奶瓶
子’的消费链条，贯通消费互联网和工业互
联网，形成两网融合”。

如今，“随心订” 已为全国75个城市的

350万户家庭提供服务， 与7.5万头奶牛的
穿戴设备、数十万台生产设备、2513辆冷链
车组成整个生态体系。而反过来，消费者端
的洞察数据又会影响生产、 研发的理念与
方式，带动“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研发
体系： 基于消费者洞察来决定产品研发的
走向，通过数字化调研、盲测等新方式确定
消费者喜欢的口味，精准研发、精准营销不
仅大大降低了产品的试错成本， 也大大加
快新品研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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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通讯员黄坚） 昨
天，按照市委部署要求，本市召开纠“四风”树
新风警示教育大会，向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党
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通报党的十九大以来
本市查处纠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
况，重申党纪政纪要求，以案示警、以案为戒，

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弹回潮，推动上海全面
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向
纵深发展。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刘学新在会上强调， 要始终保持冷静清醒，切
实做到警钟常鸣，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
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为确保“十四五”时
期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奋力创造新时代上海发
展新奇迹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会议指出，近年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
求， 一以贯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针要求，锲
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发力纠治
“四风”，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推动党风、政
风和社会风气持续好转，取得了明显成效。 同
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面上“四风”

问题总体得到遏制， 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高
枕无忧的时候，高压之下仍有一些干部不收手
不知止，顶风违纪问题时有发生。 有的违规吃
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有的腐败问题和不正
之风交织，有的“四风”问题改头换面、花样翻
新。当前，防“反弹”回潮、防疲劳厌战的任务依
然繁重，纠“四风”、树新风的长期性、艰巨性依
然不能低估，必须清醒认识“四风”问题的政治
危害；清醒认识“从一顿饭、一个红包到违法犯
罪”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清醒认识良好
的党风政风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形式；清
醒认识严是爱、宽是害，管党治党宽松软必然
造成严重后果； 清醒认识监督之网疏而不漏，

心存侥幸最终难以逃脱党纪国法的制裁。

会议强调， 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首先从政治上看， 深刻认识不正之风的政治
本质和政治危害， 深刻把握作风建设在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
实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驰而不息纠治
“四风”作为检验是否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不
断增强作风建设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和行
动自觉。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树牢纪律
和规矩意识，真正从思想上筑牢“不想”的堤
坝。 要做到亲清分明，正确处理政商关系，时
刻警惕“围猎”风险，在党员干部中树起严格自律、清正廉洁的标杆。

会议要求，要把管党治党责任记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从
严教育管理监督干部。要坚持抓责任与抓作风相统一，持续深化细化全
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党委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带
头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以更高更严的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以
上率下，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把严明纪律落实在日常，把严格监督管理
体现在经常。干部身上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分管领导、纪委书记该
找干部谈心谈话的就要谈心谈话，该批评的要严肃批评，决不能搞无原
则的一团和气。 要用好问责利器，对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不力、导致“四
风”问题突出的，要抓住典型、严肃问责，用问责倒逼责任落实。

会议强调，要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持续强化不敢的氛围，着
力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发现难、定性难、根治难问题，坚决防止不
正之风反弹回潮。要坚持标本兼治，以“三不”一体拓展作风建设的深
度和广度。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紧密结合起来，在保持惩治震慑
这一手始终不放松的同时，聚焦“四风”背后的问题，把查办违纪违法
案件与推动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强化监督监管、加强警示教育
结合起来，推动形成惩治、整改、治理的整体合力。要坚持从思想和工
作机制上破解，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党的优良传
统和作风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树
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同时，旗帜鲜明鼓励奋发有为、支持担
当作为、问责失职无为、惩治腐败行为，深入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
求，明晰担当作为与乱作为的界限，多设路标和指示牌，为担当者担
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推动广大干部充满激情、富于创
造、勇于担当、敢为先锋。

公 告
上海市区和乡镇选举工作委员会

本市区和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步换届选举工作已
经全面开展，各区的选举日确定为2021年11月16日，现予公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上海市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
举实施细则》的规定，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选民名单应在选举
日的二十日以前公布。本市凡年满十八周岁、具备选民资格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在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

主动进行选民登记。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应协助选举工作机构做好选民登记工作。选民的法定
年龄统一按照选举日11月16日（含本日）计算。

上海市区和乡镇选举工作委员会
2021年8月18日

■上海经济数字化转型案例

▲世界最大乳品单体工厂———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光明乳业华东中心工厂生产车间

是座“无人工厂”，透过智能监控点和近万

个阀门，数据代替人工“照看”生产流程。

上海加强疫情防控全链条闭环管理
松江区永丰街道仓丰路855号列为中风险地区，松江区中心医院实行闭环管理

昨新增1例本地确诊病例，已排查的7347名筛查对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昨天，松江区中心医院报告 1名工作
人员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上海市、

区疾控中心复核，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经市防控办研究决定，将松江区永丰街道
仓丰路855号（有庐公寓）列为中风险地区，

上海市其他区域均为低风险。松江区中心
医院于18日起暂停门急诊，实行闭环管理。

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介
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病例近两周未离
沪，暂未发现该病例和国内其他地区疫情存
在关联，疾控部门正抓紧开展基因测序。

目前，上海正积极、稳妥、有序推动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截至8月17日，

全市完成全程接种人数达1919.72万人，

累计接种3915.55万剂次， 其中15-17岁人
群已累计接种12.36万剂次。

邬惊雷介绍， 该确诊病例已转运至上
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 经专家
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轻型）病例。

截至18日18时， 已排查到该病例的密
切接触者10人，均在上海，已全部落实集中
隔离措施，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已
排查到密接的密接66人， 全部落实集中隔
离措施，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已排查到

7347名筛查对象，并完成核酸采样，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已对病例相关场所
的物品、环境等进行采样，已检测272份样
本，结果均为阴性。

松江区副区长顾洁燕表示， 该病例确
诊后，松江区迅速行动、落实措施，对病例
涉及的场所进行严密管控， 该区域内共有

652人，其中市场内人员262人，公寓居住人
员390人。据悉，实行管控区域的居民进行
为期14天的健康监测。

目前， 松江区中心医院暂停日常门急诊
医疗服务，对门急诊、住院区域实行闭环管理。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病例曾因眼疾到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五官科医
院）就诊。邬惊雷介绍，五官科医院已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汾阳路、宝庆路、浦江镇江月路
这三个院区均已暂停日常门急诊医疗服务，

完成院区内环境采样和终末消杀， 截至8月

18日18时，已检测4390人，核酸检测为阴性，

环境采样177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上海将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总体防控策略，紧盯“入城口、落脚点、流动
中、就业岗、学校门、监测哨”等关键点、关节
点，加强疫情防控全链条闭环管理。

确诊病例情况
该病例为松江区中心医院工作人员，

女性，25岁。 在沪居住地为上海市松江区
永丰街道仓丰路855号有庐公寓。 该病例
已全程接种新冠疫苗 ， 此前自8月2日以
来， 医院组织的每3天一次的例行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病
例14天内未离沪 ， 除工作场所与居住地
外，到访过公寓楼下尚品优鲜超市、公寓楼
下阿兵水果店、外婆家（新理想广场店）等
场所。目前上述场所已进行封闭管理、终末
消毒。另据调查，其曾因眼疾到复旦大学附
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就诊。

加快新能源汽车发展 推动能源结构调整
（上接第一版） 将充分依托上海优势加大科技创新和业务拓展力度，

合力推动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共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机遇，

更好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委常委、 副市长吴清与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代表双方签约。

市领导诸葛宇杰参加会见。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出席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新能源领域全面深化合作， 推进宁德时代
（上海）创新中心及国际功能总部、高端制造基地、未来能源研究院等
相关项目落地，在新能源前沿技术攻关与创新应用、城市交通电动化
转型、新能源高端人才培育等领域深化合作对接，瞄准碳达峰、碳中
和工作目标，为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发展与软实力提升注入
新动能。

市经济信息化委、闵行区政府、上海交通大学与宁德时代共同签
署未来能源研究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临港集团
与宁德时代共同签署生产基地投资协议。

发挥优势助力提升超大城市安居宜居水平
（上接第一版）万科将以此次签约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深化与上海在
城市更新、物业管理、住房保障等领域的合作对接，加强对未来城市、

韧性城市的创新探索，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市领导诸葛宇杰参加会见。签约仪式上，副市长汤志平与万科公
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祝九胜代表双方签约。

根据协议，双方将抓住上海深化建设“五个中心”、发展“五型经
济”和建设“五个新城”的契机，在“未来城市”旗舰项目建设、“物业城
市”综合治理创新实践、城市有机更新、住房租赁行业发展、建筑科技
应用等方面深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