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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会 聚焦

代表委员共话常态化疫情防控：

如何让上海始终保持安全？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胡蝶飞 陈颖婷 见习记者 翟梦丽

一场新冠疫情让全社会意识到， 提高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风险防控意识和防控水平刻不容缓。 在昨天开幕的上海市第十五届人

大五次会议上， 市政府工作报告亦明确： “以过硬举措确保上海始终是一座安全的城市， 完善城市安全预防体系和常态化管控体

系， 提高城市韧性。”

在今年“两会” 期间， 代表、 委员们纷纷聚焦常态化疫情防控领域并建言献策。 从未雨绸缪的物资储备、 预警机制， 到防疫

期间如何切断“物传人” 可能、 如何让疫情传播链“无处藏身”， 再到防疫末端的医疗废弃物如何无害化处理……都事无巨细、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 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储备

代表：全面加强物资保障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 医疗物资保障是重要基础支撑。

2020 年 6 月 16 日， 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的实施方案》。 同年 7月 20 日， 上海市

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建立健

全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

实施意见》， 对本市公共卫生应急物资

保障体系建设指出， 要坚持底线思维和

实战导向， 全面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物资

保障能力， 推进公共卫生应急储备中心

建设， 系统思考谋划物资储备体系建

设， 探索建立长三角一体化的物资储备

体系， 实现信息共享、 产业互补、 保障

互助。

那么本市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工

作的进展如何？ 还有哪些短板需要改

进？ 据市人大代表张宇艳介绍， 2020

年 7月至 8月， 市十五届人大代表普陀

组 37 名人大代表对本市公共卫生应急

物资保障工作开展了专题调研， 根据调

研结果， 提出了要利用好疫情防控已进

入常态化阶段的宝贵时间， 加快落实

《关于建立健全本市公共卫生应急物资

保障体系的实施意见》， 推进本市

5+8+16+N应急物资储备库 （点） 布局

体系建设。

张宇艳表示， 《实施意见》 通过已

有半年， 前一阶段， 国内疫情防控进入

较长时间的常态化阶段， 各地的防控措

施也有所放松， 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物资

保障体系建设的迫切性有所放缓。 她坦

言， 在储备库体系建设中还存在一些问

题： 一是建设速度缓慢， 没有看到明确

的建设计划和进展， 突发事件来临之时

能否做到有备而战？ 二是建设成效未凸

显，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本土病例的散发

或聚集性疫情， 本市也再次报告多例本

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在大规模人群的

核酸采样检测、 区域封闭管控等工作中

应急物资储备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是建设所需的政策、 资金、 技术标准

等保障措施机制仍不完善。

为此， 她建议主管部门要定期组织

开展督导检查， 确保建设推进速度和成

效。 建议主管部门要督促各区各部门设

立专项资金支持储备库的建设， 制订明

确的建设计划， 包括储备库选址， 建设

进度， 物资储备的种类、 数量等， 可根

据本市总体建设要求定期开展督导检

查， 确保规划的真正落地， 为可能来临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准备。

同时， 张宇艳代表还建议制定配

套的物资动态储备和调配管理办法。

在建设卫生应急储备库的同时， 同步

建设综合信息平台， 出台储备和调配

的管理办法， 对各储备点各类卫生应

急物资储备进行动态跟踪， 实时掌握

储备量， 通过消耗量和有效期， 及时

与市场或企业调配， 实现需求、 消耗、

存量、 效期和功能、 回收和再利用等

管理环节有序有效对接， 科学研判，

实现动态管理。

预警

20 名委员联名提案： 建

立线上线下公卫安全事件监

控预警机制

在今年的上海“两会” 上， 市政协

委员粟莹、 冷培恩、 吴瑛等 20 人联名

递交提案， 建议上海建立多源数据融合

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系统监控与预警保

障机制。

上海市委、 市政府发布的 《关于完

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 对未来重大

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提

出了目标和要求： 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最安全城市之一。

粟莹等委员认为， 上海在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以及常态化公共卫生安全

事件中， 存在疫情直报系统数据来源单

一的缺陷， 通常是发生、 发现病例之后

完成上报， 导致缺乏疫情态势早期感知

功能。 上海正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 在

此背景下， 公共卫生安全领域进一步发

挥多源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有

一定的基础。

因此， 提案建议发挥上海“两张

网” 信息化优势， 建立连续、 实时采集

汇总互联网开放数据的制度。 如关于各

类公共卫生事件的搜索数据、 社交网络

数据、 订阅数据、 评论数据等多维度数

据， 及时获取民众舆情反映的公共卫生

事件态势， 与直报系统采集数据融合，

相互印证， 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共卫生安

全事件系统监控与预警机制， 从而实现

及时发现、 快速处置、 精准管控。

前端

“物传人”如何防？ 委员：

建立消毒员职业标准

在防疫过程中， “物传人” 同样需

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而消毒环节， 则是

阻断传染源的重要方式。 为此， 市政协

委员、 市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

冷培恩递交了 《关于本市建立消毒员职

业标准， 开展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的建

议》 提案， 建议上海率先建立先进的消

毒员职业标准， 以保障本市组建一支训

练有素的消毒员专业队伍。

“例如常见的空气消毒剂， 它的雾

粒大小其实难以满足对物体表面的消毒

效果。 况且， 消毒员能否停留 6 秒以

上、 喷射足量消毒剂， 都是确保消毒是

否有效的国家标准。” 冷培恩说。 他在

提案中也指出： “专业性是消毒员最重

要的一个特点。 一名消毒员须掌握消毒

剂的使用方法、 配制方法并熟悉各种消

毒方法的操作规范， 同时能操作和维护

各种消毒器械， 还要能在实际应用中，

根据现场状况及时调整。”

冷培恩表示， 2020 年 3 月， 全国

政协采纳了委员关于恢复消毒员职业的

提案。 随后， 人保部门将“防疫消毒

员” 工种上升为职业。 基于此， 冷培恩

在提案中建议： 上海有必要建立适应上

海特点的、 先进的消毒员职业标准， 制

定培训大纲、 教材和职业技能鉴定题

库。 之后， 上海应尽快对从事消毒的人

员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和水平认定，

为本市组建一支训练有素的消毒员专业

队伍， 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科学

防控传染病疫情提供保障。

追踪

代表： 建立流行病学调查

信息系统

在发生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时， 为了

有效切断传播途径， 防止更多的人感染

病毒， 流行病学调查的工作不可或缺。

当流行病调查工作慢慢被市民所熟悉之

后， 其中的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也开始

受到了重视。

市人大代表白云表示， 目前上海市

公共卫生领域相关的各种信息系统很

多， 包括： 预防接种信息系统、 妇幼保

健信息系统、 慢性病管理平台、 传染病

监测系统等。 这些系统在公共卫生领域

发挥了积极作用。

白云代表指出， 传染病信息报告系

统应用很好， 但与此同时， 公共卫生领

域涉及的各类流行病学调查， 包括新

发、 输入传染病调查， 集聚性事件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 不明原因事件调

查等， 此类信息均涉及到个人隐私和信

息安全， 但目前没有建立信息化系统，

在信息传输中仅要求文件加密和电子邮

件传输， 这就带来 3个问题： 一是信息

的有效、 快速传递带来影响； 二是由于

文件未加密等原因， 造成信息泄露， 特

别是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不断出现病

人流调信息泄露、 轨迹曝光等事件， 在

公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三是此类信息由

于无法有效快速传递和共享， 给行政部

门和政策制定者带来滞后效应和信息不

对称的影响。

在白云代表看来， 流行病学调查是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特别是预防控

制传染病的重要环节通过流行病学调

查， 可以查找传染源、 明确传播途径，

确定易感人群， 同时提出有效防控策

略， 因此建立上海市公共卫生流行病学

调查信息系统迫在眉睫。

白云代表建议， 上海可以将传染病

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信息系统进行整合

和融合， 建立健全上海市公共卫生流行

病学调查信息系统， 将流行病学调查涉

及的相关信息整合并加以运用， 实现快

速报告、 有效预警、 及时响应、 规范传

输、 迅速决策、 积极防控的目标， 从而

对公共卫生的各项政策做到“科学研判、

合理布局、有效预警”，对于筑牢上海城

市公共卫生安全将起到积极作用。

末端

3 位委员联名提案： 建议

尽快出台废弃口罩处理规范

疫情常态化防控之下， 口罩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 在今年上海“两会”上，刘

惠莉、陈冲、吴瑛 3名市政协委员联名提

交了 《关于规范废弃口罩处理， 加强疫

情防控精细化管理的建议》 的提案。

提案中算了一笔账： 以上海当前常

驻人口 2428 万计， 城市居民约 2100

万， 每天 40-50%人口出行使用口罩，

每天口罩的消耗量为 800-1000万只。

委员们调研发现， 针对如此庞大数

量的废弃口罩， 不同部门或小区处理的

途径并没有统一规范。 比如， 大部分小

区居民将废弃口罩作为干垃圾投放， 也

有少数作为有害垃圾投放， 甚至还有将

废弃口罩随意丢弃在路边。

“废弃口罩随意处理， 真的是隐患

重重。” 口鼻粘膜是直接与外界接触的

组织， 一些病原微生物能通过粘膜外

排， 粘附在口罩上， 使其成为呼吸道和

消化道病原传播的载体。

因此， 3 位委员在提案中建议， 上

海应尽快评估废弃口罩携带病原风险，

发布对各类废弃口罩的处理指导意见，

规范废弃口罩的收集、 运输及处理。 比

如针对居民住宅小区， 建议由居委会协

同物业， 在所辖小区醒目处设立废弃口

罩专用回收装置， 比如符合生物安全要

求的密闭性垃圾桶， 专门用于废弃口罩

定点投放、 收集。 在运输前， 可由小区

物业负责消毒处理。

市人大代表张宇艳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