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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之下，与市民生活息息

相关的水、电、气能否正常安全供

应，小区生活垃圾能否及时清运处

理，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热点。连日

来，上海各民生部门采取应对举措，

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实保障，守好城市

运行的“生命线”。

为民服务，守护市民日
常生活“烟火气”

对最近隔离在家的上海市民来

说，最安心的莫过于家里一盏盏点亮

的灯和灶台前的缕缕烟火气。而这背

后，是一个又一个“逆行”而上、进

入封控小区的电力职工、燃气职工和

供水职工，他们化身“大白”，守护

千万市民日常生活的“烟火气”。

日前，徐汇区田林三村某封闭小

区内有居民漏气报修，且燃气器具无

法正常使用，上海燃气一名检修组长

带领电话检修员，穿上隔离服，化身

“大白”到客户家中，以最短时间完

成抢修；闵行区多处小区被封控后，

检修组立即制定预案，组成防疫小分

队，奔赴隔离居民家中，检测漏气，

点燃万家“柴火”。

浦东新区一封闭管理小区也发生

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泵房故障，

居民用水成了困难，物业也无力维

修。正当居民一筹莫展时，上海城投

集团维修人员全副“武装”，进入泵

房进行维修，半天时间就恢复了小区

的自来水供应。

特殊时期，服务保障单位跨前一

步，推出便民举措。上海城投水务集

团表示，疫情期间暂停上门抄表，采

取估计开账模式，相应延长付费周

期，市民可通过上海供水App、微

信、支付宝等线上渠道缴纳水费。另

外，上海供水App及微信小程序已上

线自助抄表功能，市民可拍摄并上传

水表照片及读数作为当期开账参考。

自疫情防控以来，上海城投水务

集团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对50个生产

场所实施闭环管理。严格做好水厂、

污水厂的消毒工艺控制，强化对出厂

水、尾水的微生物检测，确保出水水

质，并对生产所需的设备备件、供货

周期较长的化学药剂等物资做好提前

储备。3月11日至23日，本市自来水

供应和污水处理保持稳定运行。

重点保障，与疫情争分夺秒

记者从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了解

到，目前，上海电力供应充足、电网

运行平稳。据介绍，3月以来，国网

上海电力对涉及主电网运行的调度、特高压站、换流站、集控

站等生产场所调整运维值守模式，严格实施封闭管理，同时加

强关键设备运维巡视，确保上海主电网未发生110千伏及以上

停电故障。同时，全市3000余人的专业抢修力量日均处理电

力故障报修505起，一线电力职工累计完成151个防疫隔离小

区的故障抢修。

在重点防疫保障客户和场所上，浦东供电公司用8天时间完

成原定20天工期的防疫场所供电配套任务；市北供电公司4小时

为宝山区境内6组核酸检测气膜实验室快速接电；松江供电公

司仅用时5个工作日为中药防疫制剂厂家实施2.5倍增容……

特殊时期，垃圾分类和居家防疫一样，是疫情防控链条中

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随着疫情形势变化，全市封控小区的生

活垃圾已被纳入专项生活垃圾应急收运处置。徐浦基地启动专

项生活垃圾转运工作，做到专人、专箱、专车、专船、专泊位

（“五专”）和定点、定时、定航线（“三定”），老港、江

桥、松江、金山、奉贤、崇明等垃圾焚烧厂承担每天近千吨的

专项生活垃圾应急处置任务。

3月以来，垃圾清运、处置体系运营和水域保洁、船废收

集稳定有序。受疫情影响，医废及涉疫垃圾收运处置总量呈较

快上升态势，3月11日上海城投启动医疗废物末端处置二级应

急保障；3月17日启动医疗废物收运二级应急响应；3月24日

启动医疗废物收运和处置三级应急响应。上海城投通过系统内

挖潜和相关委办局协调，第一时间调配运力，加大清运力度，

确保全市医废收运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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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许旸）居家隔离的日子里，读本好书或能缓
解焦虑的情绪、增强抗疫的信心。为全力保障市民阅读文化需

求，上海新华传媒旗下全市各大新华书店、上海书城全力保持

正常营业，还尽可能为市民提供“图书订购”及“送书上门”

服务。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个别门店为配合防疫暂停营业，部

分一线门店员工相继“封控”。“孤勇的守店者”们常常独自连续

奋战，急读者所急，根据来电需求，或骑着电瓶车长距离行驶，或

辗转公司物流仓库与多个指定隔离点，为身处特殊环境的人群

送上精神食粮，用书籍抚慰读者的心灵。这样的故事点点滴滴，

不胜枚举。与此同时，新华传媒线上平台“新华一城书集”微信

公众号、官方网站，上海书城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饿了么”

“美团”等各线上服务平台为沪上读者做好“无接触”服务。

自3月11日起，全市中小学校转为线上教学，“新华一城

书集”官方网站（www.bookmall.com.cn）作为上海市唯一具有

线上教材销售资质的平台，全力推进中小学配套教材及相关学

习资料的线上咨询及订购服务，满足学生在家“停课不停学”

的实际需求。微信公众号及时推出“在家上课没教材，我们给

你寄”服务，为忘记带课本回家的同学解决用书问题。比如，

得知一位居住小区被封控、教材全部都在学校的高二学生的困

境，连锁公司闵行教材发行部丁蕾尽管自己也因疫情管控无法

上班，依然急读者所急，第一时间联系教材中心值班同志特

采，并通过快递方式送书上门。

来势汹汹的疫情也吹响了爱心“集结号”，上海报业集团

旗下新华传媒众多党员群众、团员青年和业务骨干，化身为

“大白”志愿者，活跃在社区防控一线和核酸检测点，为“倒

春寒”注入暖意。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上海新华传媒连

锁有限公司广大员工坚守初心，迎难而上，践行文化传播使命

任务，用书香助力抗“疫”、同心守“沪”，让文化的温度、爱

心的力量温暖这座我们热爱的城市。

沪上书店工作人员变身“大白”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守“沪”书香，上海书城新华书店
线上平台助力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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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菜篮米袋和万家灯火

民生是城市的底板，保障市民生活是

国企的责任所在。目前，百联集团联华超

市的米面粮油、蔬菜、肉、水产等主要物资

供应量，达到每天500吨左右，库存量保持

在5000吨左右，这个数字可持续满足市场

供应，库存则更可保障全市两到三个星期

的需求。光明食品集团所属各企业同样全

力确保“菜篮子”“米袋子”“奶瓶子”“肉盘

子”安全，各大批发市场、商超终端的相关

货源量足、价稳、食安。

公共交通体系是城市的动脉。申通地铁

集团为确保正常运营和防控安全，不仅在轨

道交通列车运行期间对重点区域和车厢进行

多次消杀，对各地铁站与乘客接触的设施进

行擦拭消毒，同时，还额外对全路网的7000

多辆列车、500多座站台和所有基地加强消

杀。久事集团下属久事公交除了常规防控动

作外，对线路途经中风险地区的车辆，做到

“一程一消毒”，司乘人员一圈一测温。

守护万家灯火，离不开能源安全。申

能集团旗下申能股份在沪有多家电力保供

企业，目前这些企业共有300多位运行人

员住进厂区，持续在岗值守。上海燃气集

团成立“应急抢修保障小组”，全力做到疫

情期间燃气服务和供应不断档。

数字化转型撑起“无人制造”

当前，重要医疗物资的生产能否有保

障，对防控至关重要。东方国际集团下属

龙头股份三枪集团全力组织生产调度，为

扩大防护服和口罩产量，目前该公司的常

规生产时长已从一天8小时提升至12小时。

上海科创集团在生物医药领域投资了一批创

新企业，包括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上海芯

超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上海伯豪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上海欧易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等，都利用各自优势，提升核酸检测效率，或

是派出志愿者驰援检测筛查一线。

对于更多上海国有制造型企业来说，为

统筹实现防疫生产两不误，他们此前在数字

化转型方面的投入发挥出关键作用。上海

电气集团“星云智汇”平台正在为风力发电

机组提供远程的智能化运维服务。基于算

法模型和风场数据，该平台可根据风机的故

障码，自动寻找到解决方案，让风场能在疫

情的“少人”甚至“无人”状态下，依旧正常高

效运行。而在上海建科集团的金山智能制

造工厂，5条智能产线和1条装配检测综合

线当前正开足马力，在这背后，基于数字孪

生的管理平台使居家办公人员和在车间现

场的同事能“无缝链接”，密切配合，确保生

产线运作无忧。

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输血纾困

在金融领域，上海国企也聚焦疫情的特

殊环境，为企业与个人客户提供支持，为战胜

疫情、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活水”。

小微企业可能是疫情下最容易受冲击的

那一部分。对此，浦发银行已着手加强“输

血”，助其渡过难关。浦发银行充分发挥线上

融资产品的“无接触”服务特色，保障普惠金融

服务不断档。上海农商银行为保障核酸检测

试剂企业的正常生产，启动应急联动，从贷款

申请到审批放款，银行内部环环相扣，与时间

赛跑。

海通证券克服疫情影响，近期已先后成

功保荐两家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

牌上市。国泰君安则抓紧畅通线上服务渠

道，及时在手机App上线“e网通办”，实现全

业务上线、全场景串联目标，帮助投资者足不

出户开展投资活动。此外，中国太保集团也在

微信端推出非接触式“云门店”小程序、“云柜

面”远程视频服务等，可在线上办理主要保单

的全流程业务，帮一批因疫情无法临柜的客

户解了燃眉之急。

筑牢民生底板、夯实制造高地、推进金融纾困

上海国资国企助力城市平稳运行
■本报记者 张懿 通讯员 戴鹏鸷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张天弛

特殊时期，

大家对于网络通

讯顺畅的要求也

越 来 越 高 。 比

如，健康云二维

码 顺 利 申 领 ，

“空中课堂”不

卡顿，特殊病患

的远程探视也需

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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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浦区人大代表、上海电信移动互

联网部党委书记刘越峰这两天带领团

队，用24小时完成了一场系统优化，

及时保障全市所有核酸检测点的电信移

动网络容量。

他牵头组织的系统优化，能够用一

键导入的方式，在地图上“划个圈”，

即可查询、展示某检测点最近的基站、

容量、负荷状况，让监测可视化、高效

能。而他牵头组建的防疫保障团队，对

所有核酸检测点进行数据采样，从客户

感知出发进行后台数据优化，以此保障

全市所有核酸检测点网络容量监控及

时、响应及时、优化及时。

杨浦区人大代表、东区电信局党委

书记刘英勇，协调出动应急通信指挥车，

提升核酸检测点手机信号覆盖需求。杨

浦区人大代表、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

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冯武锋则选调精兵

强将，配合上海电信做好健康云平台紧

急升级扩容，全力确保系统运行顺畅。

宝山区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宝山分

公司总经理周旭派出移动“包师傅”通信

专家服务团队进驻社区，护航“空中课

堂”，让学生在线学习“不打折”。浦东新

区人大代表、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总工程

师助理肖晴也带领技术团队加班加点、

远程调试，投入到市教委“空中课堂”的

支撑工作中，完成上海电信IPTV空中课

堂专区首页面系统扩容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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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颖文

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大同居民区共有

9幢居民楼，1635户、近5000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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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100米”怎么办？

黄浦区政协委员志愿服务队接过了

这项重任。

前不久，由46名黄浦区政协委员联

名发出的志愿服务倡议书得到了广泛响

应。倡议政协委员们：以“结合特长、就

近服务”为原则、以“为群众办实事”为目

标、以“传播科学防疫知识”为己任，组织

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主动参与、积极

配合防疫工作。

得知大同居民区的难处，朱锦川、万

莉、林敏华、乌明欣、顾丹、俞明、张烨、谢

君炜8位政协委员化身志愿者奋战在社

区一线。女的在小区门口检查核酸报

告，男的则承担了将快递短驳到居民楼

下的工作。

谢君炜委员膝盖受伤，钢板还未拆

除，但每次都抢拎沉重的饮用水。俞明

和朱锦川委员身着志愿者马甲，带着医

保卡为老年居民配取常用慢病药。

乌明欣委员在一线看到，街道和居委

会两位年轻女将已有两个星期没回过家

了，睡觉也是见缝插针，还要保持手机24

小时畅通，因为随时有任务下达。“我更愿

意将这次志愿活动理解成是一次特殊的基

层协商实践。我们身体力行去感受居民的

所需所求，为解决居民群众‘最后100米’

的生活便利尽力服务。”

朱锦川等委员表示，在疫情防控最吃

劲的阶段，他们看到社区一线工作者用忘

我的努力，保障居民生活尽量如常，保障疫

情防控各项工作井然有序。“也由此换来了

居民的大力支持、自律和谅解，大家都在默

默地协调配合，共同维护自己的家园。”

黄浦区政协也呼吁委员们齐心协力，

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者精神，“协”手战“疫”，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政协力量。

“最后100米”怎么办？
政协委员志愿服务队扛了起来

雨天湿滑的路面、排队等候的居民、

走路困难的老人、没有手机的阿婆、害怕

检测的孩子……在社区开展核酸检测工

作，听上去简单，其实琐碎而繁杂，特殊

情况时有发生。

全市广大政协委员就这样钉在基层

一线，深入实际察民情，更以实际行动化

解群众的急难愁盼，为阻断疫情传播链，

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贡献力量。

“他们很有耐心，手把手教我预约码

截屏”“今天采样工作效率很高啊！”这两

天，一支核酸检测队伍得到社区居民

交口称赞。这支专业技术过硬、实践

经验丰富的队伍是由市政协常委、中

国干细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章毅带

队的11名党员志愿者组成。

每天清晨6点，志愿者们准时集结，

准备好防护用品，奔赴核酸检测现场。

大家迅速熟悉工作流程，化身“大白”，各

自认领任务、投入角色，开始了核酸采

样、现场引导、秩序维护、安慰情绪、后勤

保障等工作。

由于气温偏低、湿度较大，志愿者的

防护面罩和眼镜片上满是雾气；久站之

下，不少人小腿发麻。但他们毫无抱怨、

精神饱满投入工作。忙完一个检测点，

马上奔赴下一个检测点。

还有许多本就是医务工作者的政

协委员脱下白大褂，换上防护服，发挥

专长为疫情防控贡献科学与专业力量。

嘉定区政协委员、嘉定区中心医院普

外科副主任医师刘朝晖，第一时间报名

参加医院职工组成的采样大队。这支由

专业医护组成的队伍，日均采样数逾

2000人次。嘉定区政协委员周晶在区疫

情防控指挥部工作，自3月1日起就一直

在单位过夜，平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而她的爱人则在中心医院参与核酸采样等

工作，两人已经半个多月没有回家。

了解到徐汇区部分街道人手紧缺，

徐汇区政协委员、中电金信软件有限公

司高级副总裁张东蔚挺身而出，带领39

名公司员工志愿者加入到徐家汇街道等

部分社区的核酸排查志愿服务工作中，

协助维护现场秩序、门户通知、防疫消

杀、搭建雨棚等工作。

防护服里汗流浃背，但他们甘之如饴。

“我们切身感受到了防疫一线工作人员的不

易，身为政协委员，要以更饱满的工作热情、

更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志愿服务工作中，与

大家共同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实屏障。”

钉在社区基层一线，以实际行动化解群众急难愁盼

他们化身“大白”助力专业高效抗疫
■本报记者 周辰

市政

协委员积

极投入防

控工作，

保障核酸

检测有序

开展。

■本报记者 祝越

黄浦区政协委员志愿服务队深入基层一线，为群众办实事。

国网上海超高压公司华新换流站运维人员在封闭运行管理期间开展户外设备特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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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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