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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闻佳

眼下的上海，疫情防控正是最吃劲的

关键时刻。瑞金医院多支医疗队应召出

征，并在派出的各支抗疫队伍中第一时间

组建了1个临时党总支、8个临时党支

部、11个临时党小组，最强“战斗堡

垒”凝聚起昂扬斗志。

“听指挥，打胜仗！”这是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瞿介

明、院长宁光院士每次与在外医疗队连

线后的结束语。这一次，也不例外。眼

下，在这个由数字转型指挥舱直接切换

而成的瑞金战“疫”指挥舱里，一面鲜红

的党旗格外醒目，见证着瑞金医院当前最

紧凑的“排兵布阵”、前所未有的“战斗

模式”。

在瑞金医院战“疫”一线，已有29

人递交入党申请书，其中不乏90后、00

后青年医务人员，一句句“老师，请让我

上”，令人动容。

“一夜成军”，驻定后第一时
间成立临时党支部

吃饭、看书、用平板电脑看电影……

这是昨天中午12点，瑞金医院北部院区

监控里切到的画面，病区里一片恬静。

而就在病区外，风雨交加，身在瑞金医院

总院的宁光与北院的副院长赵任、副书记

袁青连线，落实“二脱室新增的清洁区更

衣室”。

“今天上午紧急改造出一个全新的更衣

室，这样，出舱队员出来后就不用冒雨跑

30米、去狭窄的厕所间换衣服了。”注视着

视频监控，宁光紧锁的眉头开了，“这些队

员，我都要管好。”

作为本市集中隔离收治轻症患者及无症

状感染者的后备医疗机构之一，就在3月24

日晚，瑞金医院北部院区一夜收治了500名

感染者，目前已达2000人的收治规模。用

不到48小时的时间整建制改造出一个定点

医疗机构，拼体力，也拼脑力！如何符合传

染病防控要求，如何最科学地调配医护人

手，一切没现成经验可照搬。

▼ 下转第五版

瑞金医院将临时党支部建在战“疫”医疗队，3月以来已有29人
递交入党申请书，其中不乏90后、00后青年医务人员

一个支部是一座堡垒 一名党员是一面旗帜

转版导读

宝山区纪委监委党员志愿者赵波，有

了个新名字——“大白”，不仅与居委会干

部、志愿者肩并肩站在社区防疫最前沿，他

还与其他19名机关干部组成了一个临时

党支部，成为封控小区可靠的“增援”。

社区防疫一线，党员干部迅速战斗在

火线，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服务居

民、录入数据、转运物资……

截至目前，上海已抽调机关、企事业单

位党员干部近6万人下沉一线，支持疫情

防控工作。近日，市委组织部向全市共产党员

致信，指出越是特殊时期，越要扛起特殊责

任、拿出特殊担当，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大

仗硬仗。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也于日前发出

通知，号召市、区两级机关党员干部坚定信

心、坚守岗位，就近有序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凝聚共同抗疫的强大力量。

“关键时刻，就要冲得出、顶得上”

居民区事务庞杂，还考验着与居民打交

道的本领。不仅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

还靠“刷脸”。

在社区干部因核酸检测忙得不可开交

时，赵波主动站出来，负责维持好两个检测点

位的排队秩序。“南区一组通知居民下楼，二

组准备”“南区检测速度较快，北区十组可以

带居民到南区来检测”。

就像是一台“行走的CPU”，赵波善于将

各种信息在大脑中不断“盘算”，并迅速“盘”

出核酸检测安排的“最优解”。在他指挥下，检

测工作有条不紊，效率大幅提升。

接到上一线战“疫”通知，市经济信息化委

在闵行区浦锦街道锻炼的7名选调生闻令而

动，毫不犹豫套上“大白”衣装，奔赴防疫最前

线。连日来，他们经常忙到凌晨睡下，上午7点

起床，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物资配送工作：“我

们的职责就是守好最后500米，将小区集中转

运物资、食品，有序配送到每一户居民手中。”

变身“大白”后，机关党员同志体会到了

基层一线干部的不易。一位机关青年党员回

忆，一次一口气跑上6楼后，还没来得及敲

门，发现戴着N95口罩根本无法大口喘气，一

阵窒息感随之而来，至今难忘。

▼ 下转第三版

引导队伍、录入数据、转运物资……社区一线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

党员干部上一线，凝聚抗疫强大合力
■本报记者 王嘉旖 陆益峰

■ 特殊时期，大家对于网络通讯顺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来
自通信行业的多位人大代表，立足本职岗位，依托行业优势，积
极“智慧抗疫”。无论是核酸检测点的通信保障，还是“空中课
堂”、远程探视的网络服务，他们以专业构筑网络防线，保障通信
畅通

领大代表助力健康云二维码申领 事协委员志愿服务队为民办实事
■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大同居民区配合封控管理，快递和外卖不

能进入小区。3月以来，生鲜、外卖数量激增，每半小时就能堆满小
区门口的快递架，平时靠保安短驳，实在来不及。得知大同居民区
的难处，8位政协委员化身志愿者奋战在社区一线，扛起为民服务
“最后100米”

 均刊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唐玮婕）记者昨天从上海银保监局了解到，
沪上银行业保险业正持续为防疫行业、城市保障、小微企业、

外贸企业等重点领域提供金融支持，全力助企纾困、保障民

生，以金融暖流抵御疫情“倒春寒”。

为奋战在防疫专业前线的企业建立特急绿色通道——当

前上海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不少银行保险机构精准

发力，围绕防疫物资生产、核酸检测、临床研究等抗疫链条上

的关键环节，紧急“输血”，强化保障，倾力支援抗疫最前端。

针对疫情下企业生存问题，上海银保监局要求辖内机构

加大对因疫情而短期经营困难企业客户的金融保障力度，推

动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信贷投放合理增长，稳步实现贷款增

速和户数的“两增”目标。

上海农商银行简化业务审核流程，采用视频方式召开内

部评审，对小微企业贷款力争做到3个工作日内审结。3月至

今，该行已累计为400多户小微企业投放贷款约13.5亿元。

▼ 下转第三版

上海银保监局：

加强对短期经营困难企业保障
以金融暖流抵御疫情“倒春寒”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3月25日下午同韩国当选总

统尹锡悦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尹锡悦当选韩国

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韩是搬不走的永

久近邻，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中方

一贯重视中韩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中韩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两国业已

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事实证明，中韩关

系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

益，促进了地区和平与发展。今年是中

韩建交30周年。双方应该以此为契

机，坚持相互尊重，加强政治互信，增

进民间友好，推动中韩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社会面

临多重挑战，中韩在维护地区和平、

促进世界繁荣方面负有责任。中方愿

同韩方一道，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

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作

出积极努力，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

理体系。 ▼ 下转第三版

中韩应该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中英应该着眼战略和长远，加强对话交流扩大互利合作

习近平同韩国当选总统英国首相通电话

筑牢民生底板、夯实制造高地、推进金融纾困

畅通经济血脉，上海国资国企助力城市平稳运行

上海各公用事业单位
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实保障

 均刊第二版

■把精神统一起来，目标一
致前进

■ 千方百计救治生命，“没
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应急处置的同时，上海正全力确保经

济社会有序运行，而国资国企正在这场战“疫”中发挥着主力军作

用。据市国资委介绍，连日来，全市相关企业员工挺身而出，统筹

防控与生产，从筑牢民生底板、夯实制造高地、推进金融助力等方

面，为经济血脉通畅、城市平稳运行贡献力量

世上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

都算数。

面对这样一场复杂严峻的

疫情防控大仗硬仗，需要我们

彼此多一点信任和支持，多一

点耐心和毅力，更多一些勇气

和智慧。

针对病毒变异株的传播特点

和规律，上海按照“滚动筛查、

锁定重点、切断传播链、做实闭

环、织密防控网、控好社会面”

要求，扩大筛查面，也进一步缩

小“包围圈”。

昨日上海，风大雨疾，也捎

带着一丝料峭。

风里雨里，一线的社区工作

者和“大白”们依然坚守岗位，

“苦了自己”也要为前来检测的

市民提供便利。广大市民也全力

配合筛查工作，雨中一朵朵保持

着间隔距离的小伞花，成为城市

中一道道温馨动人的风景。

尽管，前来检测的人群中，

不排除此前因种种原因未参与

检测、担心健康码“翻黄”的

较少数，但绝大多数市民正是

基于一种大局意识、一种自律

自觉和自我防护的责任，主动

参与筛查检测。

是的，为了让此前的所有

努力不白费，必须心怀必胜信

念，咬定青山不放松，一路坚

持到底。

这段时间，上海坚持防疫信

息每日数更，召开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聚

焦解决市民群众“急难愁”问

题。疾控、心理等专家也对本市

所采取的防控策略和举措作了很

多科普。

正基于此，在社会面，有了

较为科学理性的认知，有了配合

工作的广泛积极性。网上网下，

始终有市民说：“笃定”。

而这两天发布会上的详尽数

据，也透露出一种趋势和希望：

就目前情况看，在此次病毒变异

株传播力远超前几代的前提下，上海坚持走的防控策略

和“打法”，已经打断了可能出现的病毒传播指数级上

升趋势。

目下，上海的滚动筛查速度正在加快，包围圈不断

缩小，靶向越来越清晰。这样一个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每一位市民的理解、耐心、自律和配合，其意义更为重

大。每个人多做一次检测，超大城市的防护就又多了一

层铠甲。

什么时候出现拐点？

人人最关心的问题，但其实，答案也就在我们每一

个人的手里和心里。

每个小小的我，是否都做到“三件套”“五还要”，

是否配合完成各项防疫举措和工作？

每一份坚守都有意义，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铭记。

这个春天，打开朋友圈，写满了各种“出发”和

“坚持”，画满了各种疾驰的“背影”。

这个春天，超大城市里微光成炬、同心守“沪”，

隔空的每一个眼神交汇都充满了默契。

这个春天，我们无惧纷扰，众志成城，在这场没有

退路的战“疫”中，汇聚起磅礴之力。

狭路相逢勇者胜！曙光正在眼前。

时间和事实终将证明，在广大市民的全力配合和支

持下，超大城市上海走上的这条非常艰难而又科学精准

务实的抗疫之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最终一定

能实现社会面清零，彻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那个时候，让我们自由呼吸，尽享春光，斜风细雨

不须归！

顾
一
琼

不
惧
风
雨
同
心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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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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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最吃劲的

关键时刻，瑞金医院在

派出的各支抗疫队伍中

第一时间组建了1个临

时党总支、8个临时党

支部 、11个临时党小

组，最强“战斗堡垒”凝

聚起昂扬斗志。图为瑞

金医院北院为首批出院

者送行。

右图：国网上海市北供电公司为上海市核酸检测气膜实验室快速实施电力接入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