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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

防止境外输入是当前疫情防控工

作的重中之重，在整个闭环工作中，海

关关员们守卫在国门最前沿，守护着

这座城市。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目

前已从全关范围紧急调配关员支援

空港一线，原编制在岗的500人增加

到了1339人，24小时不间断运作，全

面强化口岸现场的检疫力量。

海关人守住第一道防线

3月 24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

表示我国各个口岸已经建立了“三道

防线”来抵御境外输入病例。在这

“三道防线”中，海关是第一道防线，面

对的是登临检疫、体温检测、流行病学

调查等高风险的工作。守住这道防线

的，正是一个又一个海关人。

“我在部队时执行过救援任务，

想主动申请去支援，我有责任义务，

关键时刻冲在前面，向您请战！”来自

浦东海关的芮杰夫是军人转业，在部

队时曾经参加过抗洪抗震救灾工作，

还在汶川地震救灾工作中贡献过自

己的力量。农历春节后的第三天，芮

杰夫就请战奔赴浦东机场支援，负责

收集健康状况申报表及核对工作，一

干就是小半个月。

随着近期境外输入的压力增大，

芮杰夫再一次主动请战：“我在前一

批支援一线的工作中掌握了各个岗

位的操作规范流程，我自愿再次请

战，确保战斗到疫情真正完全结束再

撤回。”

像芮杰夫这样主动请战的关员，

在上海海关中不鲜见。从大年夜开

始到现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浦东

海关船舶监管科党支部书记周浩的

作息就是“白加黑”连轴转。他的另

一个身份是上海海关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专家工作组成

员。大年夜晚上刚结束一线登轮任

务，周浩顾不上休息，就开始紧急支

援上海海关疫情防控专家组工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和专家组

团队一起深入机场、海港口岸防控一

线，细化制定了人员分流、体温监测等

十多个岗位工作要点，提高了防控工

作的科学性、有效性。

再苦再累也要撑下去

从大年夜至今，周浩最长的休息

时间不过半天。

再一次请战来到浦东机场的芮

杰夫也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值守的

时间变得更长了，每次轮班的时间拉

长到了 24小时，最长的一班工作了

将近 30个小时；另一方面芮杰夫主

动申请来到了二次流调的岗位，这里

接触的旅客有些伴有发烧症状，有些

是密切接触者，不少确诊病例都是从

这里转送至定点医院的。

前几天通宵值班过程中遇到的

一件事情，让芮杰夫这个退役军人也

忍不住感慨。那一天，他从上午9点

一直工作到了凌晨，仅中午 11点左

右吃了点饭，后面就没顾得上，防护

服和往常一样干了湿，湿了干。

“到了凌晨 1点左右，一个英国

飞回来的航班，有一个留学生到我这

边进行流调，我拿好温度计让她复测

体温的时候，一下子就睡过去了，然

后突然惊醒。我眯了一分半钟，但觉

得像睡了一个世纪一样。”芮杰夫赶

忙跟这个留学生表示抱歉，“但是她

很理解，说没事我可以多睡一会儿。

还说会以我为榜样，以后好好学习，

回来报效祖国，我听了非常感动。”

这也坚定了芮杰夫们的信念：哪

怕再辛苦再累，也要支撑下去，不能

在手里漏掉一例病患，确保百分百把

病毒隔离在国门之外。

7×24小时“疫”往无前

目前，在上海空港一线驻守的海

关关员，人数已经增加到 1339 人。

在海关关员们的朋友圈里，经常能

看到给自己和团队鼓舞和打气的

内容。

有的关员晒出了自己被防护服

勒出的一道道印子，说是新的“纹

身”。有的关员给笔芯拍照留念，配

文：“收工，真的一滴都不剩了。”有

的关员晒出了大家裹着小棉被，在

小椅子上就地休息的照片，表示致

敬。

还有的关员为自己打气：“流

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再选一次，我还是会选择穿上大

白，站在这里守卫这里。”“身后是

祖国，身边是战友。加油中国！加

油上海！”

上海海关方面表示，已经进一

步强化了更为严格的联防联控管

理：对重点国家（地区）的航班及入

境人员，实施更为严格的 100%登临

检疫、100%体温监测和 100%健康申

明卡审核，第一时间查发重点国家

（地区）入境人员中有症状或高风险

的重点人员。对非重点国家（地区）

的航班及入境人员，实施 100%登临

检疫、100%体温监测、100%流行病

学调查和 100%健康申明卡审核，最

大限度挖掘有症状或高风险的重点

人员。

■本报记者 王延

位于合欢路上的浦东新区企业

服务中心可以说是浦东经济发展的

“晴雨表”，随着企业逐步复工复产，

这两天也恢复了往日热闹的景象，日

均人流量已达到 3486人次、日均办

件量2634件，与疫情前基本持平。

记者从浦东企业服务中心了解

到，疫情发生以来，服务中心打出“组

合拳”，依托一系列便利化服务，进一

步深化“一网通办”，全力推进企业

“远程办”“网上办”，以改革力量助推

企业复工复产。

企业“危中见机”
服务中心提供助力

“得益于营业执照及时完成变更

登记，我们被顺利纳入市防疫物资生

产企业名录，之后又申请到重大技改

项目，从而享受到了相关扶持政策。”

上海宇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宇介绍，该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的

是消毒液产品，1月29日就被市政府

紧急征用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医疗保障物资。

不巧的是，企业正处于上述地址

厂房搬迁退租手续办理过程中，急需

进行营业执照住所变更，才能在具备

生产条件的厂房复工复产。这让王

宇犯了愁。

浦东企业服务中心获悉这一情

况后，迅速启动窗口快速反应机制，

指派业务骨干全程为企业提供指导

帮助，积极与区市场监管局审批部门

沟通。在核心堵点问题上，区市场监

管局认为其主要材料符合要求，地址

变更材料中租赁合同的个别内容缺

失不影响主体，因此采用“容缺受

理”，2月4日当天即制发了公司变更

登记后的营业执照。

宇昂新材料也得以“甩开膀子”

进行生产——从 2月 4日算起，宇昂

新材料的产量同比实现翻番不止。

王宇说，这次又来到浦东企业服务中

心，办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扩大业

务，“现在欧洲疫情也挺严重的，我们

首次打开了德国市场。”

位于周浦的上海辉文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也希望在危机中寻找

到生存下去的办法。这家主营保健

食品和化妆品原材料业务的企业拟

办理生产乙醇液体消毒剂生产许可，

将自己的生产线借机进行增产转

产。由于该事项涉及抗疫保障物资，

浦东企业服务中心当即开辟绿色通

道，安排专人跟进、协调、督促，并和新

区卫生健康委一起指导企业。2月24
日，企业递交了申请材料，25日就拿到

了《上海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

可证》，办理流程从该许可法定办理时

限的15个工作日压缩至两个工作日。

“食品业务部分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转产之后整体影响就不大了，我

们想接下来再增加一条生产线。”该

公司经营企划部高级经理焦宁文说。

创新服务方式
为企业提供更多便利

在积极指导帮助企业达到复工

复产各项要求时，浦东企业服务中心

还不断创新服务方式，通过远程身份

核验、优化预约办理、全程咨询导办

等线上线下各种方式，为企业提供更

多的便利。

上海华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是

一家新设公司，公司股东团队原来的

主业是做羊毛衫，疫情发生后决定新

设一家企业，生产口罩、防护服等医

疗器械。然而企业在进行新设登记

时，两名股东和联络员因为需要隔离

等不同原因，无法赶到浦东企业服务

中心进行现场核对。浦东企业服务

中心为此启用了远程身份核验的服

务方式。

“去年我们就在企业新设环节

试点应用了远程身份核验，这次也

是快速应对疫情期间企业办事需

求，从 2月 3日起正式全面实施这项

服务。”浦东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黄

海霞告诉记者，远程身份核验实现

了范围、事项、人员“三个全覆盖”，

企业股东、法定代表人等人员在登

记过程中不用再“拿着身份证、亲自

跑一趟了”。

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3月28日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

记翁祖亮赴世纪公园、老白渡绿地、友城公园检查指导疫情

防控工作。

自 3月 13日起，上海各城市公园陆续有序恢复开放，对

游览时的各种疫情防控措施，游客都十分配合。下午，翁祖

亮详细了解公园、绿地的疫情防控举措，仔细询问管理方制

定的管理和疏导预案，还现场检查了相关指示提醒标识和配

套服务设施。在和相关负责人交流疫情防控举措时，翁祖亮

说，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但境外疫情呈

加速扩散蔓延态势，浦东要继续坚持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各项疫情防控举措，严阵以待、严密细致，扎实推进公

园、绿地恢复开放，满足老百姓赏花观景、游憩健身等方面

的需求，让生活工作在浦东的市民感到安全安心。他要求

公园、绿地管理方，继续加强游园秩序管理和区域内设施设

备的安全管理，科学设置车辆停放、测温入口，合理设计游

园线路；要更加注重细节，为市民游客提供精致、温馨、安全

的游览环境；一定要关心、保障好工作人员的健康，做好个

人防护。

区委常委、副区长姚凯参加检查。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日前，浦东以视频形式召开全区

统战工作会议，部署 2020年重点工作。区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金梅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2019年，浦东统一战线各单位紧紧围绕中心

工作，主动服务改革发展大局，广泛凝聚人心，有效破解难

题，积极汇聚智慧力量，有力推动了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扎

实有效开展，成果丰硕、成效显著。2020年，做好浦东统战工

作要聚焦中央、市委关于统战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浦东在新的

起点上向经济总量突破 2万亿元发起冲刺的目标要求，围绕

凝聚改革共识、发挥制度优势、助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治理

能力、加强自身建设等五大任务，不断完善机制、破解难题、

创新实践，推动各领域统战工作取得新进展，为实现区委既

定目标贡献统一战线的智慧力量。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统战工作的新形

势新要求，紧紧围绕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形势新任务，

切实把广大统战成员的智慧力量统一到发展大局和中心目

标上来，提升统一战线服务浦东改革发展能级。要聚焦“十

四五”规划、经济高质量发展、超大城市治理等重大问题，精

心组织好全年政党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要把推动浦东重

点产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工作突破点，有效团结凝

聚重点产业人才，建好党外高端智库浦东“智心汇”，发挥行

业龙头企业引领作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举办六大硬核产

业系列推介会，吸引更多优质项目和企业落地浦东发展。

把促进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工作支撑点，搭建精准服

务平台，畅通企业诉求表达，协助企业解决好融资难、融资

贵等问题，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全链条助力民营科

创型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敏）3月 27日，浦东新区检察院对 7起

涉疫情案件向浦东新区法院提起集中公诉，案件涉及妨害

公务、诈骗、抢劫等多个罪名，其中两起由该院检察长杨玉

俊办理。

2月 25日，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小陈在

一小区门口执行疫情防控工作。这时，犯罪嫌疑人姜某的父

亲没有出入证却要强行进入小区。小陈劝阻老人。不料，闻

讯到场的姜某对小陈拳打脚踢，导致小陈头部、腰部受伤。

经鉴定，小陈头部遭外力作用致头左颞部头皮挫伤，构成轻

微伤。3月6日，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快速办理，对姜某以涉

嫌妨害公务罪批准逮捕。

3月26日，浦东新区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姜某以暴力方

式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致一人轻微伤，其

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

之规定，涉嫌妨害公务罪，依法向浦东新区法院提起公诉。

浦东新区检察院认为，本案中，被害人小陈的身份符合两高

两部意见中“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

事疫情防控公务的人员”，应认定为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

疫情防控期间，一次性医用口罩需求量大。犯罪嫌疑人

陆某瞄准这一点在微信发布“出售”信息。在2月7日至15日
期间，陆某通过手机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方式，骗取4人

“预售”货款共计 38万余元。这些钱被陆某网上赌球挥霍一

空，无力退款的陆某2月16日到公安机关投案。3月13日，浦

东新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陆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3月19日，浦东新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陆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

人钱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六十六条，涉嫌诈骗罪，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以改革力量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浦东企业服务中心日均办件量和疫情前基本持平

守好一道关 护好一座城
上海海关强化口岸防疫力量 筑牢疫情防控国门防线

区领导赴公园绿地
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浦东召开统战工作会议
部署今年重点任务

浦东检察院对7起
涉疫情案件提起集中公诉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为进一

步保障游客的健康与安全，今天起，

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三大

陆家嘴高楼观光厅，以及上海海洋水

族馆临时关闭，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

通知。此前已经购票的游客，可通过

原购票渠道全额退还票款。

3月12日，陆家嘴“三高”观光厅

先行恢复开放。上海海洋水族馆的

复工日期为3月18日。开放期间，四

个景点秉持着一套相似的防疫措施，

包括限流、测体温、出示“随身码”、登

记身份证等。今起，在东方明珠此次

暂停经营的景点区域中，除电视塔

外，还包括东方明珠城市广场及零米

大厅、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东

方明珠浦江游览，而明珠生活美学

馆、老上海8号餐厅将正常营业。金

茂大厦88层观光厅原计划在清明节

前后，恢复在大楼外透明步道体验漫

步的“空中漫步”项目，也因景区关闭

而推迟。

记者从新区文体旅游局旅游处

获悉，此次关闭的陆家嘴四个景点，

为室内密闭空间，防疫压力较大。

为配合疫情防控需要，浦东部分户

外景点的室内区域，近期也将酌情

关闭。

陆家嘴“三高”观光厅今起关闭

随着企业逐步复工复产，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也恢复了往日热闹的景象。 □施宇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