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疫情当前， 社区内的

外籍人士交流却存在困难， 近日，

金山区石化街道招募 15 名熟练掌

握英语、 韩语、 日语、 法语等外语

的“社区外交官”， 为全街道 46 名

外籍人士提供外语翻译沟通、 疫情

宣传、 排查等工作。

据了解， 像这样的“社区外交

官”， 在石化街道还有很多。 这些

志愿者有的是外企的工作人员， 有

的是大学生， 也有的是机关青年。

外籍人士交流有困难

“社区外交官”来帮忙□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宇华

本报讯 若参与“共享员工”

计划， 有何权利义务与风险？ 主

管冒领促销员岗位工资该如何打

击？ 奉贤检方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积极开展企业走访， 精准提供法

律服务， 为企业安全平稳有序复

工复产提供有力的检察保障。

奉贤检方组织检察官深入辖

区民营企业， 宣传复工复产相关

政策， 支持企业在做好防疫的前

提下依法有序开工。

此前， 本报报道过奉贤区开

创“共享员工” 这一新型劳动合

作关系， 以帮助区内企业在防疫

要求下协调劳动力供需平衡。 奉

贤检方在帮助“东方美谷” 产业

企业梳理疫情防控过程中， 针对

“共享员工” 的法律界定， 厘清其

权利义务与风险。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企业内部

出现监守自盗、 吃空饷等现象，

即有的促销员岗位空挂实际并没

有人， 但个别主管却向总部提供

虚名冒领工资， 检方联合企业打

造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片， 全力协

助企业健全完善内部监督机制，

严厉打击职务侵占等侵害企业合

法权益的犯罪。

奉贤检方护航复工企业“共享员工”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张艳菲

本报讯 3 月 9 日， 一场特殊

的订货会在普陀区古井假日酒店举

办。 这是普陀区政府当好“金牌店

小二”， 为企业牵线搭桥， 给予企

业及时暖心服务和“特殊礼遇” 的

举措之一， 实现了企业、 酒店、 政

府三方多赢的“聚合机”。

坐落于普陀区长寿路街道辖区

振源大厦内的上海沙驰服饰有限公

司， 以往每年都在 2 月举办订货

会。 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

今年订货会不能如期举办。

长寿路街道领导了解后， 主动

跨前， 多次协调， 最终辖区古井假

日酒店承接了此次订货会会场、 餐

饮和住宿安排。 沙驰公司的秋冬季

新款订货会顺利于 3 月 9 日召开。

此外， 普陀区还为企业搭建了网上

直播平台，全程直播企业订货会。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为高效应对境外回沪

人员在虹口足球场交接， 护送及落

实 14 天居家隔离健康观察工作，

嘉 兴 路 街 道 紧 急 成 立 “ON 

CALL 24H” 小分队， 组织动员

16 名社区干部和志愿者专门负责

境外来返沪人员转接行动。 此外，

还专门成立了翻译队伍。

这支小分队分工明确， 4 人一

班， 24 小时待命。 街道就近安排

临时驻地， 将防护用品配送到位，

确保第一时间响应信息， 迅速到达

虹口足球场开展工作。

街道还成立 3 支队伍， 由 8 名

机关青年党员组建翻译先锋队， 可

随时提供现场翻译服务。

蹲点支援安丘居民区的志愿者

吕旭伟职业是导游， 日前， 他发挥

日语特长， 帮助居委为 2 位刚回来

的日本籍居民做好沟通联系， 落实

日报 2 次体温， 为居家隔离的他们

提供代购物品、 帮送快递等服务。

□杨奕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为了减少人员流动交

叉感染的风险， 疫情期间长护险的

上门照护服务一度暂停， 给老年人

带来一定的不便。 随着沪上各行业

全面复工， 家政服务和为老照护服

务也在逐步恢复。 对确有实际困

难， 亟需照护服务的老人， 经居委

会、 物业公司、 业委会协商一致，

允许护理人员上门开展工作。 图为

已经返岗的为老照护服务员刘阿姨
在黄浦区宁波路一小区为 “长护

险” 的失能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淋清

本报讯 近日， 在闵行区人民

法院第五法庭内， 一起服务合同纠

纷案件正在通过在线庭审平台公开

开庭审理。 记者获悉， 自 2 月 5 日

首次启用在线庭审后， 闵行法院目

前共有 77 件案件以在线庭审方式

办理， 其中由院庭长参与的在线庭

审案件量占近三分之一。 通过院庭

长示范引领， 推动在线办案成为疫

情防控期间的常态化机制。

当日上午 8 时 50 分， 法官助

理登录“云间书记员端”， 输入会

议号， 完成了庭前准备工作。 9 时

整， 审判长席建林在平台的“法官

端” 点击“开庭” 键， 在线庭审系

统与庭审录音录像系统同时启动，

伴随法槌敲响， 庭审正式开始。

本案为公告案件， 因两被告经

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

缺席申理， 原告的诉讼代理人在距

离上海 2315 公里的云南家中在线

参与庭审。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普陀区

获悉， 该区根据全市统一要求， 推

动辖区各大商圈有序复工复市， 为

辖区居民群众营造了安全有序的购

物环境。 目前， 普陀区区内 19 家

大型商场的员工上岗率为 64%， 14

家大卖场的上岗率为 95%。

据了解， 月星环球港为保障消

费者能有一个健康安全的购物环

境， 从环境、 消杀、 物资配套等方

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尤其是针对

客卫门把手、 后勤通道等重点区

域， 每日落实专人定点消杀， 商场

内保持空气流通。 同时， 月星环球

港为每一位进店购物顾客测量体

温， 提醒其佩戴口罩。

长风大悦城在商场的 3 个主入

口实施了客流管控， 对所有进入商

场人员进行体温监测。 同时， 商场

每天对所有公共区域进行 3 次消毒

处理， 对重点区域落实酒精擦拭消

毒， 增加紫外线消毒。 此外， 商场

还升级了自身的空调新风系统， 并

为新风机组额外加装了紫外线灯。

疫情期间， 月星集团为减少入

驻商户的经营压力， 对旗下所有环

球港品牌商减半收取 1 个月的租金

及物管费、 能耗费 （指水、 电、 燃

气费）， 对月星家居全国商场品牌

商户减半收取 3 个月租金， 为商铺

恢复生产经营带来强有力的支持。

长风大悦城除了推出相应免租政策

外， 也为商户提供新购物模式平

台， 尽可能缓解线下实体店顾客数

量减少给商户经营带来的不利影

响。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谈佳峰

本报讯 自 2 月以来， 随着复

工复产的大门逐步开放， 分步、 有

序组织复工复产成了各大企事业单

位的共同选择。 浦东警方主动跨

前， 多措并举， 为辖区企业复工复

产按下“快进键”。

2 月初， 作为在建市政重点工

程， 地铁 18 号线项目工地准备复

工。 但因工地现有的住宿条件无法

满足全部工人定向隔离的卫生标

准， “隔离难” 成了摆在企业面前

的阻碍。 在浦东公安分局治安支队

及属地航头派出所的帮助下， 民警

通过协调辖区内宾旅馆， 并借力卫

生部门为复工企业提供隔离观察条

件。 2 月 13 日， 首批来自全国 6

个省市的 30 余名员工来到了定点

酒店进行为期 14 天的隔离住宿。

2 月 21 日， 民警在走访中获

悉， 辖区内外商投资协会于 2 月

12 日在网上采购了一批电子额温

枪， 作为防疫物资下发到协会内各

大企业用于复工复产。 但由于大量

快递积压的缘故， 50 把额温枪滞

留在快递中转站内。 民警与属地快

递中转站联系， 协调优先发货， 21

日下午， 浦东新区外商投资协会就

收到了这批防疫物资。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昨天，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 记者获

悉， 上海昨日新增 2 例确诊病例均

为境外输入型病例， 在意大利工作

生活， 目前已追踪到在本市的密切

接触者 19 人， 均已落实集中隔离

观察。

2例确诊病例均来自意大利

在病例情况方面， 2020 年 3 月

10 日 0—12 时， 上海市排除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 6 例； 新增治

愈出院 4 例； 新增 2 例确诊病例，

是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发现的境外输

入型病例。 2 例确诊病例均为中国

福建籍， 在意大利工作生活， 均自

意大利博洛尼亚出发， 经俄罗斯莫

斯科转机后于 3 月 8 日抵达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 因有症状， 入关后即

被送至指定医疗机构留观。 综合流

行病学史、 临床症状、 实验室检测

结果和影像学检查等， 诊断为确诊

病例。

市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郑锦

表示， 由于是境外输入型病例， 入

关即被送至医疗机构， 未去过其他

场所。 浦东国际机场已严格落实相

关消毒措施。 市疾控中心已会同海

关、 公安等部门加紧开展密切接触

者排查追踪等工作， 目前已追踪到

在本市的密切接触者 19 人， 均已

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完成7.3万户单位延缴报备

“本市从今年 2 月起， 阶段性

减免企业三项社会保险的单位缴费

部分， 根据初步测算， 预计此项减

免政策今年将为企业减负约 530 亿

元。” 发布会上，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副局长费予清表示， 根据国

家要求， 本市将延续执行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率的政

策， 即失业保险继续执行 1%的缴

费比例； 一类至八类行业用人单位

工伤保险基准费率， 继续在国家规

定的行业基准费率基础上下调

20%。 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参保单位逾期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 在向本市社保经办机构报备

后， 不收取滞纳金， 不影响参保职

工个人权益记录， 相关补缴手续可

在疫情解除后 3 个月内完成。 截至

目前， 市社保中心已完成 7.3 万户

参保单位的延缴报备工作。 上述各

项政策， 可以预计全年为企业减轻

三项社会保险负担约 624 亿元。

减半征收不影响医保待遇

市医保局副局长张超表示， 职

工医保费减半征收， 参保人员医保

待遇不会受到影响。 市财政局副局

长金为民表示， 目前本市社会保险

制度运行总体良好， 2019 年基金总

收入 4931.6 亿元， 支出 4435.9 亿

元， 当期结余 495.7 亿元， 累计滚

存结余 5456.4 亿元。 这次出台的阶

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和本市前期已

出台的社保减负措施， 预计共为本

市企业减负近 9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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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昨新增2例确诊病例均来自意大利
已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9人 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浦东为企业按下复工“快进键”

居家失能老人重获照护

普陀商圈复工 防疫措施不松
院庭长示范见“网”如面
闵行法院开启在线庭审新常态

一场特殊的订货会
“疫”线精准发力 政府、企业、酒店三方多赢

24小时“ON CALL” 成立专门翻译队伍
虹口街道小分队落实境外来返沪人员转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