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2022年4月9日 星期六
4 责任编辑/曹利华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电子信箱:whb@whb.cn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B7幢 电话(025)8543082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28号23楼E2室 电话(027)85619496

上海疫情防控正处于最吃劲的关键阶

段，全国各方力量驰援上海，同上海人民并

肩作战、攻坚克难。数万名各路建设者96

小时昼夜鏖战，投入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方舱医院改造工作中。

国展中心方舱医院于昨夜今晨完成最

后的设备调试布置等，今起正式开启分批交

付，预计可提供5万张床位，是目前上海最

大的方舱医院。

与疫情赛跑，早一点建
成早一点启用

昨天下午，国展中心方舱医院8号馆

里，中铁建工南京分公司工会主席张晔敏正

安排着工人作最后的地面标识施工。顶着

黑眼圈的张晔敏沙哑着嗓子在现场指挥协

调，转身又蹲在地上反复核对。“4月4日凌

晨3点，在南京项目工地上接到援建上海方

舱医院的通知，第二天上午9点我们首批团

队就正式进场开工了。”作为在外工作的上

海人，此次能为家乡作贡献，他很激动。

7号馆、8号馆改造工程由中铁建工集

团承建，建设面积为13万平方米，超过1.4

万张床位。为了和疫情赛跑，所有援建人员

没想过在哪里睡觉的问题。“根本来不及休

息，早一点建成，就能早一点收治病患。兄

弟们主动加班，实在累得不行就抱着睡袋找

个角落眯一会儿”。

中铁建工集团上海分公司党委书记李

广彬介绍，4月3日深夜11点，接到国展中

心建设任务后，公司立即启动应急工作机

制，迅速建立起综合协调、工程、安保、后勤

保障等工作专班，集中优势资源和精锐力

量，组织近500名管理人员、4000余名工人，

筹集方舱隔断1.44万套、床位及配套生活用

品1.44万套，投入上千辆大小型机械设备和

运输车辆，24小时不间断作业。

8小时完成设计方案，50小时隔断整体

完成，8小时安装完成1082套集装箱，累计

完成电缆铺设513.2公里，72小时完成1.8

万米给水管道施工，48小时完成588套给排

水安装，不惜一切代价，只为早日交付。

细节设计上，项目团队保证使用功能的

同时，高度重视细节品质提升。中铁建工集

团安装负责人唐明晋介绍：每个床位配备了

3个五孔插座，一次性解决用电需求，每间

场馆台盆均配备小厨宝，24小时不间断供

应热水。通过安装双向呼叫系统，为隔离人

员与医护人员搭建了无障碍沟通桥梁。

“我是党员，就应该在更
需要我的地方”

“接到公司援建通知，没啥犹豫的，

就是干！”90后党员崔罡锋，是此次援建

方舱医院的建设者之一。4月5日上午，

刚完成花博园复兴馆方舱医院交付的他就

赶赴青浦区。

3月28日，公司向全体员工发出动员

令，援建花博园复兴馆方舱医院，本在松江

区的家中陪伴妻子待产的崔罡锋二话没说，

把爱人托付给父母就主动报名上了一线。

“两天后孩子就出生了，虽然不能在旁，但我

是党员，就应该在更需要我的地方。”崔罡锋

言语坚定。

中建三局承建国展中心3号馆、4号

馆。该区域由两个独立病区组成，总面积约

5.2万平方米，可放置约7400张床位。项目

还包括16个护士站及相关配套用房。场内

设置医护人员清洁区、受限区、配套运输通

道等，场外配置医护宿舍用房。昨天下午，3

号馆内已方舱林立，配置的都是专业医用病

床，两头材质是PVC管，便于清洁消毒。床

头配备了医用储物柜，三层结构，还在床头

配备了台灯，便于病患不同的作息习惯。

在方舱医院，排风系统将构成负压

区，室外空气经杀菌处理后送入方舱，而

室内污染后的空气经过滤处理后排出室

外，避免交叉感染。在这里，中建安装公

司负责的排风系统由国展中心原来的排风

管道改造而来，同时也是整个工程中高难

度系数的施工内容。一根风管长达3.2米，

直径达1.8米，为便于施工、节约工期，提

前将所有管道在加工厂中一次性制成后运

至现场组装，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确保

风管连接点“密不透风”。此外，管道落地

支架安装点需要与移动卫生间、台阶等设

施精准匹配，在卫生间尚未安装就位的情

况下，项目团队将施工图纸细化到400多

个具体点位，精准定位落地支架。

现场场景令人振奋：一面面鲜红党旗

下，工人搬运物品时发出的劳动号子声、机

械作业的轰隆声交织；一个个奋不顾身、专

心致志的投入身影，更传递出齐心抗疫的信

心和力量。

争分夺秒与病毒赛跑，96小时昼夜鏖战，就为早点建成早点启用——

国展中心方舱今起分批交付，可供5万张床位

■本报记者 何易

3月以来，奥密克戎毒株

来袭，上海这座拥有2500万人

口的超大城市面临抗疫“大

考”。彻底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势头，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必

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坚持“动态清零”总

方针不犹豫不动摇。面对十分

艰巨的防疫任务，面对前所未

有的挑战，我们要提高科学精

准防控水平，不断优化疫情防

控举措，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上海战“疫”，正在最关键

最吃劲的阶段。根据市卫健委

昨天通报，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上海已累计报告13万多例阳

性感染者。近日，由区域筛查

发现的阳性感染者数一直处于

高位，这提示社区传播仍有发

生，且呈现聚集性特征。

审时度势、科学研判，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思想要高度

统一，行动要快速坚决。可以

说，越了解奥密克戎的特点，就

越明白当前抗疫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近期，包括中国疾控中心

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等在

内的多位疾控、公卫专家密集发

声：奥密克戎绝不是“大号流

感”，不能掉以轻心。最新的比

较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毒株传染

性强、感染者数量多，同期因疫

情造成的死亡数高于德尔塔毒

株流行的死亡数。

严谨的科学研究推演证

明，奥密克戎毒株流行的危害

依然是严重的，并不是人们想

象的流感化。以奥密克戎的传

播力，如果放弃“动态清零”，那

么医疗体系将面临极大风险。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就是

要最大限度缩小疫情影响范

围，最大限度减少感染、重症和

死亡。当出现本土病例时，必

须采取有效措施，“发现一起、

扑灭一起”，快速切断疫情传播

链，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和安全。

遵循“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防控总策略，坚持“动态清零”更

是当前上海战“疫”的法宝。本

轮疫情发生以来，市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也在多个场合表示，针对社会面上出现的

社区传播，通过“减少流动+核酸筛查”，可以提高社会面动态清

零的效率和效能，由此尽快阻断传播，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眼下，覆盖全市的核酸检测还在进行中。从我国对战

奥密克戎的实践经验看，从严从紧采取隔离、管控、封控、筛

查等措施十分必要。加紧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

隔、应治尽治，方能及时发现潜在的隐匿传播风险、斩断病

毒传播链。

一个月来，上海的核酸检测能力翻了数倍。全国15个

省份已调派医务人员3.8万余人和每日238万管的核酸检

测力量援沪。紧密衔接好“采、送、检、报、核”各环节，加快

“追阳”和流调速度，提升核酸检测质量和效率，方能实现风

险人员早发现、早管控。

加快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建设，快速转运感染者和密接

者，是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关键举措。目前，4个市级方舱约

3.8万床位已交付投用，可提供5万张床位的上海最大方舱医院

今天起也将分批交付。与此同时，全市党员中68.6万名在职党

员已向社区报到，亮身份、见行动，冲锋在战“疫”第一线。

坚定“动态清零”决心，是尊重科学、遵循规律的体现，

是对科学精准防控的坚持。疫情当前，咬紧牙关全力和病

毒赛跑，形成更强大的战“疫”合力，全市上下同心协力，我

们一定能尽快打赢这场大仗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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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唐闻佳）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4月9日在全市范围内以居住小区（自然

村、单位、场所）为单位，开展一次抗原检测。请广大市民朋友积

极配合，主动参与自测；如检测结果异常，请及时联系所在居村

开展核酸检测。之前核酸检测结果阳性正落实转运或已安排核

酸检测的，不列入本次抗原检测范围。全市继续实行分区管控，

除因病就医等外，严格落实“足不出户”。

今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抗原检测

本报讯（记者张懿）上海将全面推行一个全新的核酸检测数
字化工具——“核酸码”。记者从市大数据中心获悉，该功能已在

“一网通办”随申办平台上线，从今天开始，全市现场核酸采样的

身份登记方式，将统一调整为由工作人员扫市民手机的“随申

码”。和此前的核酸检验登记不同，核酸码由于背靠“一网通办”

平台，使用起来更加便捷，一方面由于平台会自动关联大数据，生

成所需信息，因此，使用“核酸码”可免去身份证和地址等的手工

输入，让市民实现“一键登记”；另外，一个核酸码的有效期达到一

个月，且支持离线操作，因此，不仅可以截屏反复使用，没有智能

手机的老人还可以把“核酸码”打印出来，多次使用。

“核酸码”系统具有天然的数据优势，还支持多种登记方

式，包括让工作人员用手机扫描用户的随申码、身份证、护照

等。甚至于，即使市民空手而来，也依然可以通过提供个人信

息，由工作人员手动录入、完成登记。当然，所有这些登记方

式中，速度最快、等候时间最短的，还是亮“核酸码”。

申领“核酸码”相当简单。打开并登录随申办平台（手机

App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核酸码”按钮就位于首页左侧

显著位置，点击就可直接进入“核酸码”生成页面。核酸检测

现场的工作人员使用起来，也不再需要配置专门的PDA终

端，用安装了专用客户端软件的智能手机，就可扫码读取相关

信息，自动完成登记。

为方便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申领，“核酸码”系统还允

许亲属替他们领取核酸码。只要按照过去申领“亲属随申码”

的方法，在随申办平台点击进入“亲属随申码”页面，按要求

操作，就能很快地为老少市民申领到他们的“核酸码”。目前

“亲属随申码”以及相应的“核酸码”代领，只面向18周岁以

下或60周岁以上人群。

为充分发挥“核酸码”的优势，市大数据中心提示，市民

可在检测前提前打开手机申领“核酸码”，然后截屏或打印。

而在排队检测时，建议市民尽量不使用短视频等大量占用网络

带宽的应用，确保整个检测环境的通信畅通。

上海今起全面推行“核酸码”
上海最大方舱医院启用在即，床位达

到5万张！记者连线上海集中隔离点医疗

救治组组长、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

院总指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副院长陈尔真获悉：昨天，国家会展中

心（上海）方舱医院接收交付验收，如果顺

利，第一时间启用。

随着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投入使用，

也将进一步加速上海对新冠感染者“应收

尽收”的目标。

一根小小的门槛都不能
有差池，细节关乎防控

为有力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

尽隔、应治尽治，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

战，上海全力筹措救治床位和隔离房源，选

择符合防疫条件的场所，加快改扩建力度。

“这处方舱医院投用后，将让更多无症状

感染者和轻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陈尔真强

调，把一个会展中心改造成为方舱医院，工程

浩大且复杂，但一定按期、保质完成。

千方百计抢工期、抢进度，尽早投入使

用，最大限度提升方舱医院床位总数和收

治能力！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处于日夜赶

工的状态，建设方多有参与武汉雷神山医

院建设的经验，24小时工程不断。

一名医学专家，戴着安全帽跑大型设

施驻守工地，电话不断、沟通不断、协调不

断，到底在看什么？陈尔真给记者讲述了

一个细节：进入医疗区，哪怕一根小小的门

槛，只要设置不对，医护人员就无法推车进

入——这不仅仅会带来使用不便，很可能

还带来院感隐患！因此，必须得设计为无

障碍设施。而做到这些细节，需要医学团

队、工程团队等人员“走到一起”，磨出来。

而大家走到一起，则奔着一个共同目标：尽

快投用！

“不到现场，发现不了问题；等发现了

问题，再推倒重来，工期可能延长，启用延

后。我们现在必须加快速度，跟病毒抢时

间，尽快实现应隔尽隔！”陈尔真告诉记者。

完成一个个“不可能”，
打一场硬仗，关键要有信心

作为上海集中隔离点医疗救治组组

长，曾是上海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长的陈

尔真，眼下的新身份是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方舱医院总指挥。嘉定体育馆、崇明长

兴岛、嘉荷新苑、世博展览中心、新国际博

览中心……这已是这位战“疫”者领衔的瑞

金医院管理团队在短短一个月内参与上海

方舱医院建设指挥工作的第七站。

在嘉定体育馆方舱医院建设中，3月

13日14时，指令传到瑞金医院：拟在嘉定

建设方舱医院收治新冠无症状或轻症患

者，紧急派员投入建设指挥。接令后，瑞金

医院立即组建团队于当日16时对接当地

政府部门后进驻嘉定体育馆。由陈尔真领

衔的瑞金团队驻场后，6小时完成设计，40

小时建成，48小时收治病人，完成了一个

“不可能”。

在世博展览中心方舱医院，此前作为总指

挥，陈尔真带领团队实现了5天建成、当天收治

2500名病人的战绩，完成了另一个“不可能”。

此后，陈尔真马不停蹄地领衔瑞金团队投入新

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建设。

“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来

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已经在待命，一旦具备

条件，迅速进入，立刻收治患者。”陈尔真透露，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将由援沪医疗团队

提供医疗救治保障，瑞金团队驻守提供服务管

理保障。启用后，这里将有5万名感染者入住、

2万名工作人员（包括医护人员、管理人员、保

洁保安后勤人员等）进驻，将成上海最大战

“疫”堡垒。随着开舱启用，加快救治、加快床

位流动，同时严守院感防线、消防防线等安全

防线，都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瑞金团队成员透露，近几日，陈尔真的

睡眠都只有三四个小时，凌晨两三点睡下，

清晨五六点起床。不多的睡眠时段里，还有

数不清的电话打来，需要沟通、协调细节。

长期处于亢奋、高压的状态，不太看电影的

陈尔真这几日深夜睡不着，断断续续把电影

《长津湖》看完了。

“当时那么难的情况下，我们都做到了，现

在我们有什么做不到的。打一场硬仗，关键要

有信心，在恶劣环境中，凝聚起人心，党员以身

作则站上前线，为了信仰而战，速战速决，咬牙

坚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陈尔真说。

抢出来的床位，拼出来的精神！记者还

了解到，这支瑞金团队无论走到哪里，一面

鲜艳的党旗总是第一时间挂在临时指挥部的

办公室显眼位置，队伍走到哪里，临时党支

部就建在哪里。

上海最大方舱医院总指挥陈尔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抢出来的床位！”
上海最大战“疫”堡垒将加速“应收尽收”

工作中的陈尔真（右三）总是不断地与同事们沟通、协调各种细节。丁燕敏摄

■本报记者 唐闻佳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计划将

原4座场馆改造为方舱医院及配

套设施，建设标准为一间四人，预

计可提供5万张床位，将成为目前

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①工人正

在安装插座。②临近交付前进行

消杀。③施工现场工人正在紧张

地忙碌。 均本报记者 张挺摄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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