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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莉莉
编者按：当前，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
趋稳，奉贤区正在严而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而为了保障企业、项目全流程发展不断
链、不卡壳，奉贤区用信息技术打破物理隔
离，探索云审批机制，创设了“云出照”
“云调
规”
“ 云招标”等一系列新制度和新方式，用

“云端”连接起服务企业和项目的桥梁，随时
随地为企业排忧解难，力争防疫和发展两手
抓、两不误。
线上联审不“打烊”
4 月 29 日，数字江海展示馆项目当天报
件，区规资局当天就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实现了当天受理、当天发证，这得益于
“云审批”
的“穿针引线”。

“数字江海”是由上海临港集团与奉贤
区联手打造的数字化国际产业城区，作为
“五个新城”转型示范引领项目，计划用 10 年
时间完成整个区域的开发。疫情发生后，数
字江海展示馆项目面临停滞，正当临港集团
决定调整进度之时，4 月下旬，区委、区政府
携手各部门创新推出“云上晨会”，
“云”上得
知此困境，由区规资局、区建管委、临港南桥

园区等部门和园区组成的专班建立起来，大
家“对症下药”，
（下转 4 版）

复工复产
我们在行动

为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点赞
庄木弟“云上”慰问奋战在抗疫救治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者，袁泉、张培荣、陈勇章、骆大进出席
本报讯 （记者 金丽娜） 5 月 12
日，区委书记庄木弟以“云端”方式，
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护士和援奉
护士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向奋
战在抗疫救治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
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区 委 副 书 记 、区 长 袁 泉 主 持 活
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培荣、区政
协主席陈勇章在分会场出席，区委副
书记骆大进宣读护士节慰问信。
庄木弟指出，面对汹汹来袭的奥
密克戎病毒株，广大护理工作者闻令
而动、
舍生忘死，
白衣执甲、
逆向而行，
同时间赛跑、为健康续航，坚守南丁
格尔誓言，充分诠释了大爱无疆、守
昨天是第 111 个国际护士节，在奉贤区，有 2137 名白衣天使默默坚守在一线。对他们来说，今年的护士节尤其特别，在这场疫情中，他们或坚
望相助的情怀。
“你们是最美的‘白衣
战士’、最美的‘逆行者’，你们不愧为 守自己岗位，为患者生命保驾护航，或投身抗疫一线，以行动践行着“提灯者”精神。从 0 点至 12 点，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记者跟随一群白衣天
谨此也向全区所有白衣天使们致以敬意，祝愿他们节日快乐。
（记者 石浩南/摄 吴口天/文）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下转 4 版） 使，见证了他们在一线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

庄木弟赴西渡街道调研防汛防台工作

庄木弟主持专题调研会，研究部署“场所码”
“数字哨兵”推进工作

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失防万一
本报讯 （记者 金丽娜） 5 月 12
日，区委书记庄木弟率队赴西渡街道，
调研防汛防台工作。
黄浦江防汛墙，是守卫奉贤城市
安全的重要屏障。在西渡街道，庄木弟
沿着黄浦江岸线边走边看，了解防汛
墙情况，对今年的防汛防台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庄木弟指出，要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密切关注近
期天气变化，做到疫情防控和防汛防
台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防患于未
然。要以更坚定决心、更坚决态度、更
有力举措，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准备工
作，坚持“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可失防
万一”原则，做到物资储备不松懈、人

员值守不松懈、应急预案不松懈。
随后，庄木弟走进黄浦江南岸的
北新村，实地察看农村房屋状况，与
村民面对面交谈，了解去年防汛情
况。庄木弟指出，要迅速行动起来，
加大对危棚简屋、渔船进港、建筑工
地、流体液体等的排查和风险管控力
度，
（下转 4 版）

“一条线”激活一座城
看 15 号线南延伸站点拟定选址后，庄
木弟指出，要对标世界最高水平，从物
理空间、数字空间、生态空间角度进行
规划设计，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推动奉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
造新江南城市意象出发，把 15 号线南
延伸打造成奉贤的幸福线、致富线、风

袁泉出席新城建设推进例会

实现“一张网”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 金丽娜） 5 月 10
日，区委书记庄木弟主持召开专题调
研会，听取相关单位情况汇报，研究部
署“场所码”
“数字哨兵”推进工作。区
委副书记骆大进出席会议。
庄木弟指出，要把“场所码”
“数字
哨兵”建设作为必不可少的城市基础
设施，实现“一张网”全覆盖，将其打造

成为数字化城市的靓丽风景线，从而
提升常态化疫情防控能力，推动实现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庄木弟强调，要尽快建立工作推
进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园区
化、属地化、专业化运维管理模式，以
科学高效、功能复合、实用便利为目
标，全面推广“数字哨兵”服务。要坚

决保障系统数据的合法合规、安全可
靠，研究设立奖励机制，创新推广方
式方法，让“扫码”成为市民的自觉
行动，让安装服务成为企业的主动选
择，推动“场所码”
“ 数字哨兵”服务落
地落实。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顾耀明出
席会议。

庄木弟主持召开专题调研会，
听取“海里”
项目情况汇报

让乡村比城市更美好

庄木弟调研 15 号线南延伸站点选址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金丽娜） 15 号线
南延伸作为奉贤十四五重点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将为奉贤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新活力。5 月 12 日，区委书记庄木
弟率队赴金海街道，调研 15 号线南延
伸站点选址工作。
“一条线激活一座城。”在实地察

全力抗疫
守护家园

奉贤区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庄木弟主持并讲话，袁泉、
骆大进出席

“云审批”护航项目不断链

本报讯 （记者 金丽娜） 5
月 11 日，奉贤区召开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当
前形势，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区
委书记庄木弟主持会议并讲话，
区委副书记、区长袁泉，区委副
书记骆大进出席会议。
庄木弟指出，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依旧严峻复杂，要进一步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
零”总方针不动摇，慎终如始抓
好疫情防控。要牢固树立全区
“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四方
责任”，加强协作、密切配合，以
更严的手势，同步抓好防输入、
防反弹、无新增，按部就班、扎扎
实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要坚持以快制快，开展拉网式防
控排查、核酸筛查，聚焦方舱医
院、隔离酒店及人员集聚场所，
超前防控风险，加大管控力度，
全力补短板、堵漏洞，筑牢疫情
防控坚实防线。要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打好人民战争，加强宣传
动员工作，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
性、积极性，少流动、不聚集、静
下来，凝聚起同舟共济、共克时
艰的强大合力，尽快实现社会面
清零。
袁泉指出，要始终保持高度
警惕，以如履薄冰的状态，毫不
松懈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坚持快字当头、严字为要，加
快补齐复盘过程中发现的短板
和漏洞，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作
出应有贡献。
区委常委周龙华、顾耀明、
向义海、陈学哲、
王建东、
郑立锋，
副区长张娣芳、吕将、厉蕾、田哲
出席。

以更严手势 抓好无新增防反弹

疫情可以阻隔服务的距离，却阻断不了妈妈式服务的温度

景线，搭建起联通大上海、长三角、全
世界的“桥梁”，让奉贤新城美起来、活
起来。
庄木弟强调，建设好幸福线，要坚
持从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出发，以技
术手段优化交通布局，不断完善“最后
一公里”出行，
（下转 4 版）

本报讯 （记者 金丽娜） 5 月 11
日，区委书记庄木弟主持召开专题调
研会，听取“海里”项目情况汇报，安排
部署下一步工作。
庄木弟指出，要立足“新片区西部
门户、南上海城市中心、长三角活力新
城”定位，以无边界思维，对标世界一

奉贤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核酸采样点建设和疫苗接种工作

流，高水平推进“海里”项目，打造国际
大都市背景下的诗意人生栖息地、中
小企业总部诞生地、新江南生态肌理
重塑地，让乡村比城市更美好。要发
挥想象力、创造力，植入数字空间、
文化空间、生态空间，实现乡村经济
价值、生态价值、美学价值的有机融

合。要坚持市场导向，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用“追马”的时间“种草”，
前置引导、后置激励，以绿草如茵、
百花齐放引万马奔腾，让奉贤成为
“顶流”和“潮流”之地。
区委常委、副区长王建东出席会
议。

买菜 APP 种类货量双升

提升功能复合 加强科技赋能 为尽早恢复正常提供支撑 市民线上购买日益丰富便利
本报讯 （记者 陆婷婷） 5 月 10
日，奉贤区举行新城建设推进例会，听
取体育公园方案功能定位及相关内
容，
“ 数字江海”招商展示中心展陈方
案，上海之鱼周边交通组织（停车）相
关情况汇报。区委副书记、区长袁泉
出席会议。
袁泉指出，加快体育公园规划建
设，有利于弥补奉贤在重大体育设施

天气预报

方面的短板，增加城市活力和完善功
能配套。要提升功能复合，加强科技赋
能，注重节能环保和绿色低碳，并选择
高品质运营团队，提高运营效率和水
平。
“ 数字江海”招商展示中心建设要
凸显前沿数字科技集成，在有限的物
理空间实现虚拟与现实的融合，未来
生活生产方式的体验，以突破性思考
串联起过去、现在、未来， （下转 4 版）

5月13日 阴到多云转多云 16-22℃ 偏北风 4～5级

本 报 讯 （记 者 陆 婷 婷） 5 月 9
日，奉贤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常态化
核酸采样点建设和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区委副书记、区长袁泉出席会议。
袁泉指出，要把常态化核酸采样
点作为疫情防控平战结合的重要基础
设施，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加快科
学布局，优化转运时间，倒排工作清
单，确保各项环节高效衔接。要强化

5月14日 多云转阴天 15-22℃ 北到东北风 4～5级

联动机制，按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
重点人群特征，提高采样效率、避免人
员聚集，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
隔离、早治疗，为打赢疫情防控攻坚
战、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供
有力支撑。
袁泉强调，疫苗接种是阻断疫情
传播和降低感染病亡率的有效手段。
要紧抓窗口期，
（下转 4 版）

5月15日 阴有小雨转多云 14-19℃ 偏北风转偏西风 3～4级

□记者 乔 欢
三月以来，买菜类 App 成为人们
居家使用最多的产品之一，叮咚买菜、
美团买菜、盒马、京东到家等逐渐从
“选购模式”切换至“秒杀模式”。进入
五月，越来越多的市民表示，买菜 APP
成功买菜的几率越来越高，不仅如此，
能够买到的产品也越来越多了。记者

从叮咚买菜了解到，在做好保供的同
时，叮咚买菜进一步提升了商品品类
的丰富度，让市民逐渐拥有更好的买
菜体验。
中午 12 点，奉贤的叮咚买菜配送
员赵毅均还在路上奔波，刚从站点取
了货物，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奉浦
街道绿地南桥新苑，扫描场所码、登记
个人信息，
（下转 4 版）

5月16日 多云到晴转晴到多云 12-24℃ 偏西风转偏南风 3～4级

（奉贤气象台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