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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乔 欢/文 并
摄） 上海书画院的专职画师、奉
贤区美协主席李钟，他用手中的
画笔坚持每天绘画，创造了一组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为主题的组
图，为抗疫加油！

走进李钟的工作室，一眼就能
看到墙上的十几幅作品，呈现了从

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到为武汉
捐赠物资的企业，再到默默无闻的
志愿者，齐心协力抗击新冠肺炎的
一个个动人瞬间。李钟告诉记者，
他的创作灵感来自微信朋友圈和
各类新闻，比如整装待发前往武汉
的奉贤医疗队、奉贤24小时开工赶
工的口罩厂、10条被服产线改成防

护服马不停蹄生产的水星
家纺等等，这些感动他的人
和事，都被他用画作留存下
来。他用手中的画笔，为抗
疫前线的人和事默默点赞。

“我在家里也做不了什
么，只能用创作去声援他
们，为他们呐喊加油！”他告
诉记者，春节至今他都一直
自我隔离，没有离开过小
区，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工
作室作画，一直从朋友圈和
新闻中了解疫情动态，看到
大家那么辛苦，他觉得必须

要做点什么。于是，从这个月开
始，他就坚持每天创作两幅抗击疫
情的作品。

李钟告诉记者，这场战役不结
束，他也不会停下创作，他会一直
坚持画下去，用自己的手中的画笔
描绘这座城，这些人，默默支持所
有辛勤付出的人们。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金丽娜）
近日，为表示对奋斗在一线的医护
人员的关心，上海森蜂园蜂业有
限公司向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捐赠了 7500 瓶蜂蜜，总价值达 30
万元。

作 为 一 家 有 担 当 的 本 土 企

业，上海森蜂园蜂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于富民说，“在万众一心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
关键时刻，我们上海森蜂园积极参
与捐赠活动，希望具有润肺、止咳、
提高免疫力功效的蜂蜜可以帮助
医护人员打赢这场战役。”

森蜂园捐赠7500瓶蜂蜜
慰问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务人员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自 2
月10日起，奉贤区中心医院为了全
面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工作，应对返程高峰，制定了
相关应急预案，将普外科、骨科、泌
尿外科等12个科室门诊全部暂停，
实行全预约就诊的方式，并以预检
分诊形式，将门诊大厅向外延伸。
首日实行后，该举措获得了市民的
一致好评。

2 月 11 日早上 9 点，虽然下着
雨，但在门诊大厅的门外还是可以
看到不少前来就诊的市民正规范
有序地排队等候。每位市民都戴
上了口罩，而部分市民为了全身防
护到位，更是脑洞大开。李女士将

塑料袋制成了一次性防护衣，她和
丈夫的防护“装备”成为了队伍中
最抢眼的一道风景线。“周围人感
染和家人感染对我和宝宝会造成
伤害，所以我就想把防护级别弄高
点，尽量不与人接触。”

进门后，全副武装的站岗医生
一个个询问病史，随后测量体温、
填写信息、核对信息（备注登记），
最后进行预检，5大关卡严格把控，
这让前来就诊的李菊不禁松了口
气。因为这段时间胃总是不舒服，
不太愿意出门的她也终于忍不住
来到医院。起初她还有些担心，但
来到门诊排队的那一刻，她悬着的
心就落下了，“看到这边的设施和

医生的穿戴，整个门诊的安排都特
别好，最主要是让我觉得很安心。”

奉贤区中心医院副院长张明
介绍，全预约式就诊初衷是在于减
少病人在医院里的集聚程度，减少
交叉感染的机会，保障抗疫一线人
员的需要，在防控物资有限的情况
下，保障重点部门供应。

同时，医院也提醒市民，无紧
急就诊需求的患者尽量不要到医
院就诊，如果必须要去医院，也请
市民做好个人防护、戴好口罩、保
持咳嗽礼仪，坚持勤洗手，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后用洗手液洗手。此
外，排队候诊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最好保持在一米以上。

区中心医院为减少市民看病少聚集少接触

实行门诊全预约就诊

画家李钟用作品为抗疫加油画家李钟用作品为抗疫加油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刘润豪刘润豪//摄摄

错峰复工：奉贤严阵以待
（上接1版）公司专门配置了体

温检测房，员工站到指定位置，经过
红外线检测，电脑上就能显示其体
温，实现非接触、高效精准的体温筛
查。对于进入厂区的车辆，包括班
车、货车等依次有序通过桥架式喷
淋系统进行消毒后方可进入厂区。

位于市工业综合开发区的美乐
家（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也是秩序
井然，在出入口配备洗手液、红外
线体温计、口罩等物品，对所有入
厂人员测量体温并登记。公司还运
用多种消毒方式，对厂房地面采用
200PPM次氯酸钠溶液进行喷雾消
杀，对门把手、办公桌面、水龙头
等高频接触部位采用75%消毒酒精
进行消毒，对净化空调区域采用每
天 30 分钟臭氧消毒，对餐厅、办公
室等场所采用移动紫外灯每天进行
消毒。

返沪人员严格隔离
疫情当前，企业要求重点地区

工人暂时不返沪，其他地区员工返
沪后先隔离观察14天。

位于西渡街道的上海水星家用
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册员工有
1000 多人，大多来自外省市，此次
有400多位员工返沪。由于这些员
工大多住在职工宿舍，没有单间，不
具备隔离条件。为此，西渡街道帮
助联系辖区符合条件的3家宾馆作
为企业的定点居家隔离点，企业也
安排专人看护、消毒，将一日三餐送
上门。同时，企业为已复工的员工
提供班车接送，减少员工与外界接
触，并要求员工减少外出。

“春节期间就有员工返沪，员工
自我隔离14天后，要经过领导审核
并签署健康承诺书后才可上岗。”位
于金汇镇的上海兰宝传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期
间，必须在严格隔离并经过数道审
批程序后，才能回到工作岗位，保证

食品生产安全。
错峰外带解决午餐

杜绝密集型用餐可能引发的感
染风险，各个复工企业在用餐方式
上也是别出心裁。

2月10日11时左右，上海源培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堂开放，
按照事先排定的错峰用餐顺序，第
一批员工进入食堂，每批 25 人用
餐，每人一张桌子，公司提前在桌上
摆好餐具、食物、2块消毒巾和1把
酒精喷壶，吃饭前先用酒精喷壶对
手部消毒，吃饭过程中不允许交流，
每批吃完后用1块消毒巾对桌子台
面进行消毒。

位于市工业综合开发区的采埃
孚商用车和采埃孚伦福德底盘技术
公司也要求一人一桌，提倡盒餐外
带，要求不扎堆、不讲话、不久留。
位于柘林镇的上海井上高分子制品
有限公司为解决员工就餐难题，为
员工统一定客饭，也要求分批分次
用餐。

在家连线“云办公”
复工首日，位于西渡街道的斯

必克（上海）流体技术有限公司人流
并不密集，超过一半的员工在家办
公。“我们选择灵活的办公方式，错
时错峰上班，有的还采取轮班或错
班。”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要
求生产型且符合复工条件的工人，
在做好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上班，提
倡技术型工人在家远程办公。

而位于生物科技园区内的科创
大楼，企业服务部对楼内租户逐一
排摸，目前楼宇内除张江奉贤园已
经复工，其他20多家企业大部分都
是采取居家办公的灵活上班机制。

上海石油化工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内，除了会员服务部和财务服务
人员轮班上岗，做好企业服务和账
务报税工作，领导班子每日轮流值
班，其余大部门员工也采取远程办
公，线上完成各项任务。

隔离点里的“蜜月之旅”
（上接1版）他们一天的工作开

始了。清点配送早餐，检查清点防
护物资，测量体温，清点配送午餐，
测量体温，清点配送晚餐，汇总测量
结果上报……每天的工作基本都是
杂碎而重复。

由于点位的这批观察人员，长
期关在屋内，不少人情绪有些不太
稳定，时不时会询问，什么时候解除
隔离。平日里就主意多的顾莹莹，
便想到了一招：准备了许多爱心便
利贴，写上每一个人的解除隔离时
间，一一贴到其房门上。“他们有盼
头，就一下子安稳了很多。”大人好

“哄”，小孩却没那么容易。
在整理隔离点资料的时候，顾

莹莹发现竟有18个孩子，有些年纪
还非常小。顾莹莹便向单位领导发
了“求助”信息：隔离点有一群孩子，
能否征集一些卡通书籍、玩具给小
朋友？没想到第二天，隔离点就送
来了一大堆给孩子们的礼物：橡皮
泥、填色本、折纸、拼图……顾莹莹
感动极了，这些均是单位领导们自
掏腰包亲自购买的爱心礼物。

因为隔离人员多，医务人员根本
没什么休息时间。顾莹莹、王骏夫妻
俩新婚燕尔，却只能穿着防护服，隔
着护目镜，用眼神关心着彼此。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
（上接 1 版）庄木弟指出，农艺

公园的建设，要聚焦“文化、生态、
创新、空间”做好研究，呈现国际化
大都市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新样式；
要围绕“农民进城、产业结构调整、
空间优化”做好招商工作，以“三园
（院）一总部”为抓手，推进资源整
合、引入要素市场，推动地区经济爆
发式增长；要统筹农村地区的水、
路、林，做好系统规划，打造“另类”
的门户效应，使农艺公园河湖相串，

绿水交融，成为全新的活力空间和
发展高地；要尽快制定最优方案，以
项目化方式全速推进，争取使农艺
公园建设早出形象、早见成果。

在听取园中园建设推进情况、
新增产业用地项目情况后，庄木弟
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转变
观念，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力度，聚
焦提高效率、提高质量、提高服务
水平，推出可用产业用地指南，实
施“抓大、抓好”战略；持续打造园
中园、未来空间等项目，加强“筑巢

引凤”力度；立足产业、空间、人才、
生态优势，加大放管服力度，建立
快速认定机制、退出机制，变“项目
等审批”转化为“审批等项目”；充
实完善“马上办”机制，深化无科
层、专业化、无限接近无审批等机
制，建立涵盖项目审批全环节的服
务队伍，变“火车”为“动车”，集中
精力促进产业项目早落地、早开
工、早投产。

区领导连正华、梅广清、顾佾、
王建东等参加会议。

抗疫不懈谋发展 化危为机聚力量
（上接1版）才能进厂上班。而

在上海源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为复工也做好了充足准备，
员工进企必须经过五道工序，即鞋
底消毒、体温测量、人员信息登记、
洗手消毒及佩戴一次性手套，方可
进入厂区。分别体验后，庄木弟当
即对企业做实疫情防控前道关卡的
做法表示肯定，并评价道：“防护措
施比较到位，值得在全区中小企业
间推广。”

企业食堂，是疫情传播高发
区。上海柘中电器有限公司，虽然
员工众多，但企业推行分散就餐
制，避免了集体性就餐。同时，提
高企业智能化和信息化水平，从源
头上减低疫情传播风险。庄木弟在
实地察看后说，“这个方向很对。”
他提到，“减人增智”依然是奉贤产
业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要加大实
施力度。”

如何管好员工下班之外？
在上海水星家用纺织品股份有

限公司，有400多名返奉员工，企业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定点的居所，对
其进行统一的居家隔离，既避免人
员随意流动带来的不必要的传染，
也便于企业内部统一管理。这样的
做法，庄木弟评价，体现了企业的主
体责任意识。

同时，富泽新记生化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则运用线上小程序，每
天实时追踪员工的出行轨迹，倒逼
员工自律。上海源培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办法则是要求员工提供
休息日的交通出行信息，方便疫情
防控。庄木弟评价道：“千招万招，
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实招。”他鼓励全
区企业要穷尽已知，各显神通、各显
所能，创造性地找到防疫和发展的
最佳结合点。

如何查漏补缺消除盲区？
当然，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工作中，盲点、断层、例外的问
题依然存在。比如，口罩等防疫物
资储备不够，人员登记真实性缺乏
有效依据等。

庄木弟强调，政府、企业必须各
司其职，共克时艰。政府要强化监
督责任，严格落实企业复工复产审
批制度，督促企业全面落实防控主
体责任，帮助企业完善返岗人员登
记台账，严格实行市外返岗职工居
家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坚持每日对
返岗职工和进入企业人员开展体温
检测等，切实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
的条件。企业必须认真履行生产安
全主体责任，强化内部管理，完善防
疫工作流程，认真落实相关员工隔
离措施，确保员工身体健康安全。
在调研中，庄木弟还鼓励企业要坚
定信心，作为区委、区政府将持续做
好企业服务工作，及时解决企业急、
难、愁。

副区长顾佾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