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崇明区政

府获悉， 该区出台了支持和服务企

业平稳健康发展 20 条措施。 措施

明确， 对列入市疫情防控需求物资

生产和供应重点名单内的企业， 其

在疫情期间因扩大生产而产生的损

失， 给予适当补贴， 最高可达 300

万元， 同时崇明区还将加大疫情防

控期间绿叶菜价格保险力度， 实现

抢种补种农户的“愿保尽保”。

在金融扶持方面， 措施提出，

将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性担保

贷款的支持力度； 实施中小微企业

融资担保费用补贴， 对本区符合生

态产业导向、 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企

业， 全额补贴保费。

崇明区将减免企业房屋租金，

中小微企业承租本区国有企业的经

营性房产 （包括产业园区等） 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 免收 2 月份、 3

月份、 4 月份三个月租金； 对间接

承租的企业， 应确保租金减免落到

实处， 使实际经营的中小微企业最

终受益。 对租用其他经营性房产

的， 鼓励业主为租户减免租金。

同时加大疫情防控期间绿叶菜

价格保险力度， 实现抢种补种农户

的“愿保尽保”， 降低理赔门槛，

保障菜农在获得原保险方案理赔款

的基础上再增加 1倍理赔款； 在疫

情防控期间抢种绿叶菜的， 可参照

蔬菜规模化核心基地享受相关政策

补贴。 此外， 崇明区还将实施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等相关政策。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2 月 8 日晚， 网上流传

有多张照片， 称上海查获多起人员藏

匿于轿车后备箱以及有人跨越高速公

路护栏进入上海金山的情况。 上海警

方昨天辟谣称， 经上海警方查证， 相

关信息不实， 本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

未发现相关情况。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 上海机

场集团携手上海航空口岸单位全力响

应民航局对防疫物资运输最优先级保

障的要求， 截至 2月 8日， 上海航空

口岸各保障单位共保障近 8 万件、

1280 多吨防疫物资在上海浦东和虹

桥两场高效运输通行。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昨天， 记者从上海地铁

方面获悉， 自 2月 3日起， 上海地铁

陆续在各地铁站实施乘客测温进站，

并将逐步覆盖全网络。 截至 8 日， 共

计 106座车站实施测温进站。 上海地

铁表示， 下一步只要条件成熟， 就将

启动测温进站、 开辟测温站点。 目

前， 上海每日都有数量不等的车站实

施乘客测温进站， 届时官方将予以对

外公布。

□通讯员 羊晓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黄浦区外滩城管

中队党员曹永刚在伊朗购买

250 只口罩， 捐赠给战斗在防

控疫情一线的同志。 图为一直

坚守在外滩风景区的城管队员

和保安队伍，为武汉助力加油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2 月 6 日中午，

徐汇警营出现了两段暖心时

刻。当天，徐汇公安分局衡复治

安派出所民警王永鑫收到了一

位骑摩托车的市民送来的口

罩， 不少附近执勤的民警也相

继收到这位摩托车手送来的口

罩。无独有偶，徐汇公安分局康

健新村派出所收到了一位退伍

老兵送来的一箱消毒液。 这些

市民的善意之举， 无不展现着

全民战“疫” 的高涨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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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昨天， 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 214 人医疗队， 及上海交

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36 人医疗

队各自集结出发， 驰援武汉。 记者

获悉， 这也是两所医院截至目前出

征的第四批援鄂医疗队。

元宵节晚上， 华山医院院长丁

强在科主任群里发布了召集令： 明

天需要 210 人左右驰援武汉， 大家

可以向文东副院长报名。 正肩负上

海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重任的张

文宏主任报了名： 上海这边的情况

稳定了， 他也可以去。

45分钟， 报名人数已经超过需

要人数。 90 分钟， 30 名医生的名

单全部确定！ 华山医院最终落实团

队 214 人， 党员 72 人。 昨天上午

10 时 30 分， 队员们集体参加了出

征仪式， 随后将立即赶赴机场， 搭

乘下午的包机前往武汉。

这批队员中， 有第一批支援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 刚刚离开隔离病

房的医生， 有抗疫战斗打响以来一

直奋战在急诊、 发热门诊的医生护

士， 有曾经援赣援藏、 援巴基斯坦

瓜达尔港的医生， 也有曾经参加灾

害救援的医生， 还有捐献造血干细

胞、 多次参加无偿献血的医生。

据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组建一支由 30 名医生和 180 名护

士组成的 210 人医疗队整建制接管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 院 光 谷 院 区 的 重 症 监 护 室

（ICU）。 当天晚上， 他们就将按计

划投入工作。

“选我， 我曾经在感染科工作

过， 我哪里都能去！” ……2月 8日

晚 8 点，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同样收到紧急任务， 要组建

130 人左右的医疗队务驰援武汉，

从这时起， 瑞金医院各个群里提示

声此起彼伏， 这是医务人员们在主

动报名。 136 人的医疗队当晚就集

结完毕！

据悉， 此次出征的眼科护士陈

嘉仪出生于 1997 年， 是瑞金医院

年龄最小的医疗队员， 也是一名学

生党员。 昨晚她还在病房值夜班，

接到通知后， 凌晨就回家为出发做

准备了。 “我是 2018 年 7 月入职

的， 工作经验和前辈比起来比较

少。 但是我自从大三入党以来， 就

清楚自己的身上有责任， 国家有

难， 我必前行， 所以一开始就报名

参加发热门急诊的储备队， 爸妈虽

然舍不得， 也有些担心， 但还是尊

重我的意愿， 说等回来后给我补过

生日。”

350人！ 上海华山医院、瑞金医院第四批援鄂医疗队昨出征

90分钟集结成队驰援武汉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颖颖 陈蕴智

本报讯 在不到 48 小时的时

间里，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依法及时

解除一口罩机生产企业的财产保

全， 审执密切配合， 在打赢防疫战

中充分体现了司法的温度。

近日， 上海知产法院收到当事

人安徽省黄山市一口罩机生产企业

的申请， 请求法院解除对其银行账

户的财产保全措施。 申请人称， 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需要， 各地口罩紧缺， 急需口罩生

产设备。 2 月初， 申请人收到了安

徽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应急指挥部物资保障组的 《调

拨令》， 黄山市人民政府也收到其

他地区政府的函件， 请求马上组织

该企业恢复生产口罩机， 以解燃眉

之急。 由于恢复生产需要大量资

金， 故恳请法院解除对申请人的财

产保全措施， 并依法提供了担保。

收到申请后， 合议庭立即就该

案解除保全事宜进行了评议， 考虑

到疫情的严重性以及口罩生产的紧

急性， 合议庭一致同意在确保合法

的前提下， 尽快解除对申请人的保

全措施。 在审查了申请人提交的担

保材料以及提交的 《调拨令》 等文

件原件后， 合议庭当天即依法裁定

解除对申请人的财产保全措施， 并

立即移送执行局， 急事急办。

2 月 7 日， 执行局以最快的速

度解除了对申请人的财产保全。 不

到 48 小时的时间里， 审执密切配

合， 在打赢防疫战中充分体现了司

法的温度。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2 月 8 日元宵节当

天， 在金山区张堰镇， 一架小型无

人机缓缓从旧港村门头起飞， 在升

高至近 80 米安全高度后， 开始执

行村域周边的低空巡逻任务。 利用

无人机巡逻不仅建起了一张覆盖陆

空的立体疫情防控网， 同时有效缓

解了村庄志愿者人数不足的难题。

“我是受到了公安交通道口执

勤启用无人机巡逻的启发， 然后就

和村里志愿者小庄谈了借用无人机

参与巡逻这个想法。” 周建国说，

没想到小庄二话不说就马上同意

了， 而试验的效果也确实不错。

据介绍， 虽然在疫情之下， 今

年的元宵节注定冷清许多， 但旧港

村还是提前谋划， 为元宵节可能存

在的聚集行为作出部署。 在做好道

口志愿者执勤、 流动喇叭沿路宣

传、 农村小广播循环播放等规定作

业的同时， 重点加大各个易聚集场

所的巡逻力度。 然而， 现实问题出

现了， 以现有的志愿者人数， 已经

没有多余力量加派到巡逻队伍中。

在获悉本村村民庄先生有一架无人

机且考取了飞行执照后， 村委立即

与他取得联系。 当时正在路口做防

疫志愿者的庄先生立马同意。 通过

无人机代替人力， 在重点时间段、

重点场所进行空中巡逻。 如果发现

有聚集行为， 可以马上联系工作人

员前往劝阻。 只需一人就能完成原

本需要十人的巡逻任务， 既减少了

人力支出又提高了巡逻效率。

“无人机一次巡航时间为半小

时左右， 如果作为常规措施显然不

大合适， 但应对因元宵节可能出现

的聚集行为确实非常有效。” 志愿

者庄先生说。

据悉， 旧港村村域面积约 2.98

平方公里， 共有农户 468 户， 通过

无人机空中巡视， 15—20 分钟内

就能完成一轮巡逻任务。

法院解除口罩机企业财产保全
体现防疫战中的“司法温度”

人手少巡逻慢？ 无人机来帮忙！
金山区一村庄将防疫网撒向天空

“摩托侠”、退伍老兵闪送防护品

城管队员捐献口罩

传有人藏进后备箱

上海警方：信息不实！

上海机场等单位

启动“最优先级”保障

上海地铁106座车站

实施乘客测温进站
崇明区出台支持企业发展20条措施
重点物资企业给予最高300万补贴

□记者 夏天 王川

本报讯 复工期临近， 一些企

业开始让员工复工， 许多家庭和个

人就面临这样的两难境地， 甚至还

引发家庭矛盾， 发生了让人哭笑不

得的故事。

2 月 2 日， 居住在薛家厍居民

区的陈女士打 110 向派出所报警

称， 自己一家 3口刚从江西回到上

海， 她本人感觉有发热症状， 正在

按照街道社区的要求进行为期 14

天的居家隔离观察， 但其丈夫说是

单位来电称工作需要， 要出门上

班， 希望警察能上门来一起阻拦。

接到报警后， 社区民警、 居委

会干部和社区医生立即上门核实，

并对他们一家进行检查， 所幸陈女

士一家无发热、 咳嗽、 头晕、 乏力

等呼吸道症状。 但鉴于是外地回

沪， 在场的社区医生还是建议全家

人员自觉在家隔离观察 14天。

日前在奉贤区， 金汇司法所调

解员陈晨也收到一则 110 转接单。

据警方描述， 事件经过为： 王先生

给一名 1 月 21 日从武汉返沪的邻

居送菜， 后其妻子张女士要求对王

先生采取隔离措施， 最终发展为报

警请民警到场处理。 陈晨对张女士

指出： “您先生助人为乐的事情值

得大家点赞， 我要对您在非常时期

夸大案情的报警行为予以严肃的批

评。” 张女士闻言， 诚恳地接受了

批评， 承诺以后不会再犯。

这两位妻子都报警求“隔离老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