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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目前， 上海正在举办 “五五购物节”， 对

于美食节、 夜市等人群集聚的地方， 如何加强

疫情防控， 是一个重点问题。 昨日， 市商务委

副主任诸旖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回应称， 下

一步， 市商务委将指导督促夜市等活动主办方

重点强化测温管理、 人员限流、 通风消毒等措

施， 完善应急工作预案； 上海市城管执法局局

长徐志虎在 2020 上海民生访谈节目中表示 ，

目前市民喜爱的 “夜间经济” 场地都已明确要

求实现 “五定” 即定人、 定时、 定点、 定品

种、 定标准， 实现指定区域、 指定人员从事指

定的经营活动。

坚持入场测温、上岗检查和场所消毒

诸旖表示， 在疫情防控期间， 市民消费习

惯也发生了转变， 相比室内封闭式空间， 更愿

意参与户外活动。 为了让市民安心消费， 安义

夜巷、 BFC 外滩枫径等夜市制定了应急预案、

配置了红外线测温、 客流监测等设备， 活动期

间坚持入场测温、 上岗检查和场所消毒， 并根

据客流监测情况及时采取 “限流” 措施。 各属

地政府加强了对夜市主办方在落实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方面的检查、 督促和指导。 市场监管部

门也根据各种类型夜市业态特点， 采取驻场保

障、 错时监管等方式加强监管， 守牢食品安全

底线。

下一步， 市商务委将指导督促夜市等活动

主办方严格落实 《夜市等人员密集夜间经济场

所疫情防控工作指引》， 重点强化测温管理、

人员限流、 通风消毒等措施， 加强从业人员管

理和食品安全监管， 完善应急工作预案。

共依法查处无序设摊案件8301起

外摆位对提高就业、 刺激消费起着积极作

用， 然而， “外摆位” 不意味着 “乱摆位”。 徐

志虎表示， 今年， 市城管局巩固提升全市 5305

条道路环境综合治理成效， 对经批准设置的夜间

集市和 “外摆位” 要求依法依规有序管理， 绝对

不能破坏街区环境。 1-5 月， 全系统共依法查处

无序设摊案件 8301 起， 取缔 2.1 万余处； 依法

查处跨门经营案件 5671 起， 维护了街区干净有

序。

徐志虎表示， 市城管局要求经营方严格落实

“五定” 标准， 具备工商营业许可证， 特别是对

餐饮商户， 要求食品安全许可证， 从业人员具备

健康卫生证， 确保食品安全。 主办方为防疫也做

足了准备， 除了定点定时做好清洁消毒， 主办方

还准备了口罩供给游客使用， 设置了收集口罩专

用垃圾箱， 工作人员会提醒市民游客佩戴口罩。

为控制人流， 主办方升级了人员统计系统， 一旦

每小时客流超过 3500 人， 将采取限流措施， 引

导部分市民游客暂时到嘉里中心等周边点位。

此外， 徐志虎介绍， 目前城管执法系统已建

立了全市约 24.6 万家沿街商户数据库。 根据商

户数据库， 市城管局开展防疫措施落实情况检

查、 指导、 教育， 要求严格落实阶段防疫措施。

因势因情调整， 通过微信小程序将防疫措施及时

告知商户， 确保落实到位。

徐志虎透露， 通过共享市大数据中心、 各

部委办局、 城管执法办案、 勤务、 诉件等系统

数据， 市城管局计划在 2020 年底建成包含沿街

经营单位经营信息、 厨垃圾和废弃油脂产生运

输处置单位等 22 个子库的城管执法监管对象数

据库。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上海开放个人申请核酸检测

以来， 全市总体情况怎样？ 在昨天举行的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获悉，全市共

84 家机构具备检测能力，日最大检测量约

7 万人份，计划 6 月底前再增加 21 家， 届

时日最大检测总量将增加到约 9 万人份。

据介绍， 市卫生健康委不断提升本市

核酸检测能力， 截至目前， 全市共 67 家

医疗机构 （46 家医疗机构+21 家第三方

检验机构） 以及 17 家市区疾控中心， 共

84 家机构具备检测能力， 日最大检测量

约 7 万人份， 计划 6 月底前再增加 21 家，

包括 18 家医疗机构和 3 家第三方检验实

验室， 届时日最大检测总量将增加到约 9

万人份。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透露， 发热

门诊和发热哨点的建设是上海在疫情防控

当中非常重要的工作环节。 截至目前， 全

市已有 117 家发热门诊和 200 家发热哨点

诊室， 发热哨点诊室主要在社区卫生中

心。 市卫生健康委推动部分有条件的发热

门诊安装专属 CT， 截至目前， 35 个发热

门诊已安装专属 CT， 45 个正在安装中。

目前， 上海已建立了社区发热哨点诊室对

接区域医疗中心或指定医院的转诊机制，

对于确诊 （疑似） 患者或需上级医院进一

步诊治的患者， 由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

系 120 或专用车辆进行转运， 并跟踪患者

后续诊疗情况， 确保服务管理闭环运行。

截至 5 月底， 全市 200 家发热哨点诊

室中， 已有 148 家接诊过发热患者 ， 共

3346 人次。 其中， 有明确发热原因的患

者 2593 人 ， 2326 人由哨点医生予以诊

治， 267 人安排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

或其他科室作进一步诊治； 753 人有可疑

症状或病史需作进一步诊断， 均由 120 或

专用车辆转运至上级医院发热门诊诊治。

下一步， 上海将继续按照 “外防输

入、 内防反弹” 的原则， 重点抓好 “入城

口、 落脚点、 流动中、 就业岗、 学校门、

监测哨 ” 6 个关键点 ， 落实 “属地 、 部

门、 单位、 个人” 四方责任， 严格落实各

项常态化防控措施。 在如何继续做好国内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来沪返沪人员健康管理

方面， 上海将根据 “国务院客户端” APP

对全国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目录调整的情

况， 继续对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加强管理。

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的来沪返沪人员， 应在抵沪后的 12 小

时内向所在社区居村委和单位 （或所住宾

馆） 报告。 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高

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 一律实施 14

天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实行 2 次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 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

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 一律实施 14

天严格的社区健康管理， 实行 2 次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

城管、商务委回应“夜市”防疫难题
共依法查处无序设摊案件 8301起 取缔 2.1万余处

日最大检测量将增至约 9万人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