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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形式严峻， 医疗垃圾

处理处置也成为防疫第一线遇到的

难题之一。 近日， 由上海交通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大气污染控制

团队参与研制的医疗垃圾应急处置

装备发往武汉驰援疫区， 为科学战

“疫” 贡献交大环境力量。

记者获悉， 此次发往武汉的

“移动式医疗垃圾焚烧方舱”， 是由

南京中船绿洲环保有限公司牵头，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与

上海交通大学参与联合研制的多功

能机动高效环保装备。 项目组根据

武汉防疫医疗垃圾处理的现场要

求， 对垃圾焚烧及烟气净化方舱进

行了优化改进， 每日可以焚烧、 无

害化处理医疗垃圾 5吨。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疫情当前， 上海无数

党员、 机关干部主动来到防控一

线， 持续作战。 他们用自己的热情

和专业， 为疫情防控贡献着一份力

量， 避免了疫情防控战役出现洼

地。 在金山区亭林镇， 分管政法工

作的镇党委副书记周弟就是其中的

一位“急先锋”。

疫情防控初期， 根据人口部门

数据统计， 在亭林镇辖区内居住和

工作的重点地区人员有 2941 人，

为全区最多。 “外来人口多就意味

着工作难度大， 但是我们必须顶

上”， 这是周弟接到疫情防控任务

后， 对全体排摸管控组工作人员说

的第一句话。

但是面对如此大量重点地区人

员， 如何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

如何做好劝返工作？ 如何掌握重点

人员动态？

身为一名政法干部， 在长期的

社会治理工作中， 周弟很清楚辖区

内人员排摸管控的难点在哪里， 长

三角物流中心和上海电器城两个专

业市场平时居住人口 4000 人左右，

95%以上是外来人员， 他深知如果

管控不力， 极易造成此次战“役”

阻击战中的洼地。

因此， 在区疫情防控工作启动

后， 周弟年初一早上就开车去长三

角物流中心实地开展调查， 带着发

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向镇指挥部汇

报。 经研究分析， 周弟采取了从镇

机关部门和平安志愿者中抽调骨干

人员 40 人， 成立市场疫情防控工

作专班， 组成宣传发动、 信息排

摸、 隔离保障 3个防疫小分队， 24

小时轮班“逢车必检”、“逢人必查”，

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道安全防线。

此外， 周弟还广泛征求全体业

主对部分区域采取临时封堵意见，

协调城建部门利用一天时间完成了

1 个出入口和 2.5 公里临时封堵作

业， 有效防止外来车辆及人员随意

进出。 他不等不靠不拖的工作态

度， 以最严的措施立即向疫情防控

“最难处” 攻坚， 切实保障了“两

城” 市场内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记者 陈颖婷

为助力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有

序进行， 推动上海市民早日复工复

产， “健康动态码” 于昨日凌晨正

式上线。 健康动态码的推出旨在助

力疫情防控工作从封闭管控向精细

化管理的转变， 从而实现“管住重

点人、 放行健康人”。

“健康动态码” 是通过健康信

息登记后， 将产生一个健康动态

码， 根据个人情况不同获得的颜色

不同， 拥有“黑白码” 的市民才能

通行无忧。

记者了解到， 通过本市三色

“健康动态码” 进行人员分类管理：

黑白码可正常出行； 红码可在解除

医学管理措施后、 出院后、 排除疑

似后转为黑白码； 黄码可在入沪后

实施 14 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 连

续填报健康记录后转为黑白码。

企业、 小区、 各公共场所的管

理人员通过“健康云” App 首页

“扫码核验” 功能或微信和支付宝

扫描二维码后， 在以下场景可实现

应用。

在小区出入时， 可核验出入人

员的健康信息情况； 企业复工时，

可核验企业员工的健康信息情况；

公共场所出入时， 可核验人员的健

康信息情况； 医疗机构就诊时， 可

核验患者的健康信息情况。

健康信息情况包括该人员的姓

名、 年龄及近阶段体温、 症状信

息， 后续还可以查看该人员近期的

就诊情况和其他健康体征情况。

市民可以通过“健康云”App或

“上海健康云”微信服务号进入“防

控服务专区”找到“健康码”，市民扫

码下载立即申领健康动态码。

据悉， “健康云” 平台作为上

海市“互联网 + 医疗健康” 公共

服务的统一入口， 除了疫情期间，

也持续关注市民的全生命周期健康

状况。 健康动态码后续还将结合就

诊数据、 健康体征、 运动情况等综

合数据， 作为体现居民健康状况的

指数持续发挥作用。

工行全力保证客户用上放心钱
为保证现金正常供应， 阻断现金流通

可能带来的病菌传播， 工商银行相关工作

人员坚守一线， 在确保自身防护安全的前

提下， 轮班上岗， 严格现金清分整点、 杀

菌消毒等业务处理， 确保公众使用干净钱、

放心钱。

疫情防控期间，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发

布了 《防疫期间六中心及现金业务防预手

册》， 严把现金消毒关。 在现金中心渠道，

在已配置固定式紫外灯具和臭氧发生器的

基础上 ， 统一增配24台移动紫外消毒车 ，

同步调整现金作业模式， 启动回行封包款

箱喷洒消毒工作， 严格落实物品 “先消毒、

后入库” 的要求； 实行调拨营业网点、 上

门服务单位和自动柜员机配钞等各渠道回

笼现金统一使用紫外线杀菌灯集中照射消

毒， 定时开启臭氧发生器， 全面实现现金

“先消毒、 后投放”。

在营业网点渠道， 为切断现金实物的传

播途径， 工行一方面加大现金库存备付， 实

施收支两条线的作业模式， 当日回笼现金上

缴现金中心， 当日付出经现金中心杀菌消毒

的现金， 确保银行提供给社会公众的是 “干

净钱、 放心钱”。

工行上海分行坚持以为人本， 做好疫情

背景下的现金作业防护工作。 在疫情发生初

期采购医用酒精、 消毒液、 口罩和手套等防

护物资， 并向员工普及安全防护教育， 提高

全员安全作业意识。 通过各种形式增强员工

作业安全防护指导， 现金人员作业时必须戴

口罩和塑胶手套等， 作业完毕后及时清洗手

部， 并更换作业服装； 运用紫外线灯、 消毒

物品等， 对网点封闭式柜台和进出人员进行

定时消毒； 每日对营业网点自动柜员机操作

按钮、 现金处理设备、 网点大堂和出入口进

行消毒， 最大限度阻断病毒传播途径， 为客

户提供安心的服务环境。

除此之外， 工行上海分行集全行之力，

开辟绿色通道， 调整资源调配， 健全应服务

服务预案， 加强对医院、 部队、 公共交通以

及应急项目单位的现金服务保障， 实现 “服

务无断档， 应急有保障” 的目标， 为全市疫

情防控工作做好保驾护航--闸北和北区支

行紧急开辟绿色通道， 协调金库调款、 款车

押运、 人员调配等， 及时为铁路局上海站办

理现金支取1900万元， 解决火车站大量旅客

退票的燃眉之急； 黄浦和南区支行迅速行

动， 克服应急领现、 账务处理和上门服务等

实际困难， 第一时间为仁济医院浦东分院办

理上门送款50万元； 卢湾支行急客户所急，

为保障江南造船集团国家战略物资有序生

产， 为单位紧急办理现金支取40万元， 用于

单位防范疫情采购口罩等应急物资； 嘉定支

行特事特办， 为铁路局上海动车段公司提供

大额现金取款业务； 静安和北区支行启动应

急资金保障预案 , 为某部队特战旅应急上

门送款23万元……

春节以来， 已累计向社会投放90亿元经

过消毒杀菌及原封券现金， 在特殊时期为客

户提供了安全、 专业的现金服务。

□法治报记者 王川

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上海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卫

健委通报， 2月17日0-12时，本市新

增1例确诊病例， 总确诊病例为332

例。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昨天中

午， 本市新冠肺炎病例治愈出院的

人数已达 161 名 ， 治愈率接近

50%。 同时， 这些治愈出院的患者

还将接受居家 2 周的跟踪随访观

察。

本市治愈率近50%，

出院者需接受观察

据市卫健委通报， 2 月 17 日

0-12 时， 本市新增治愈出院 21

例； 新增确诊病例 1例， 为本市常

住人口。 目前， 152 例确诊病例病

情平稳， 14 例病情危重， 4 例重

症， 1 例死亡。 截至昨天中午， 本

市新冠肺炎病例治愈出院的人数已

达 161名， 治愈率接近 50%。

那么这些治愈出院的人是否还

需要后续追踪和随访， 以及隔离观

察？

对此， 市卫健委新闻发言人郑

锦回应称， 本市定点医院对所有的

出院患者， 在出院前一天都会与患

者家属联系落实出院事宜。 市防控

新冠疫情相关工作部门会提前将计

划出院的病人信息告知病人所在

区， 并由各相关街镇、 社区和医疗

机构做好对接。 患者出院后需要居

家休息 2个星期， 不要外出， 医务

人员会上门进行健康随访。 如必须

外出时一定要戴好口罩。 居家休息

2 个星期后， 出院患者需要到定点

医院进行随访。

同时， 郑锦强调， 未来一周本

市道口流量、 城市通勤、 复工生产

都将逐步回归常态， 防输入与防扩

散， 形势依然严峻。 本市仍要坚持

全力防控、 科学防控、 精准防控，

尽最大努力确保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和市民生命健康安全。

11.5万余名志愿者报

名参与疫情防控

据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文明

办主任潘敏介绍， 截至 2 月 16 日

12 点， “上海志愿者网” 共发布

20 类 4200 多个“疫情防控” 志愿

服务项目， 其中防疫宣传、 平安守

护、 医疗卫生、 文明劝导、 应急救

援类项目参与度最高。 通过“上海

志愿者网” 共招募上岗志愿者11.5

万余人， 上岗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

达2033053小时，人均17.66小时。

同时， 近期以来， 本市积极加

强疫情防控公众心理疏导。 其中卫

生 部 门 搭 建 了 由 “健 康 上 海

12320” 和各区精神卫生热线组成

的专业电话服务网， 在上海“健康

云” 网络平台设立心理服务板块，

目前已有 200余名专业咨询人员参

与， 提供 24 小时服务， 相关服务

平台和热线累计接待咨询 1300 多

例， 在线心理自评 6万余人。 “青

年之声 12355” 和“青小聊” 网络

平台开通疫情咨询专线， 组织 70

余名专家志愿者， 累计接待咨询

1500余例。

针对学生群体， 教育部门组织

40 位专家成立心理援助中心组，

充实高校、 各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辅导员队伍。 发布 《抗疫期间中小

学生及家长心理防护手册》， 推出

一系列心理调适课程， 16 个区学

生心理中心开通 24 小时热线， 55

所高校开设心理热线和网络辅导。

据统计， 2 月以来， 本市各区和高

校累计服务逾 2500人次。

增强抗疫胜利信心，

有助减少心理问题

据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谢

斌分析介绍， 本市心理在线咨询平

台上， 市民关心的话题主要归为三

大类： 第一类是焦虑郁闷情绪、 睡

眠困难等问题， 及其带来的躯体反

应如心慌、 胃口差等； 第二类是家

庭、 亲子关系问题， 如跟长辈或者

子女相处的问题、家庭矛盾等；第三

类是工作、学习压力问题，如出门上

班怕被传染、工作强度过大等。

下一步， 本市将对这些问题汇

总后进一步加以聚焦， 组织各方专

家“会诊”， 提出更精准、 更有效

的心理疏导和干预措施。

谢斌认为， 目前阶段对上海市

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信心。同时，市

民也要对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

医疗救治体系有信心， 上海市民一

旦生病了根本不用担心得不到及时

救治，没有病更用不着忧心忡忡。

此外， 市民要对自身有充分的

信心， 网上说“上海人最怕死”，

这就是我们信心最重要的底气。 因

为在传染病面前如果人人都怕死，

才有可能最快地切断疾病的传播。

上海新冠肺炎治愈率近50%
出院者仍将接受2周观察

管住重点人，放行健康人

上海“健康动态码”昨日正式上线

金山政法干部坚守抗疫前线

避免战“役”阻击战出现洼地

上海交大“移动式医疗垃圾焚烧方舱”驰援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