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上海海关处获

悉， 2020 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创历史新

高， 达到 3.48 万亿元人民币， 比上年

（下同） 增长 2.3%。 其中， 出口 1.37 万亿

元， 与上年基本持平； 进口 2.11 万亿元，

增长 3.8%； 贸易逆差 7377.7 亿元， 扩大

11.7%。

据介绍，呈现以下特点：一般贸易方式

进出口比重提升； 外商投资和民营企业进

出口保持增长； 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

保持增长；机电产品出口占近 7成。值得注

意的是，集成电路为最大类进口商品。2020

年， 上海市进口高新技术产品 6936.1 亿

元，增长 9.8%，比重提升 1.8 个百分点。 其

中， 集成电路进口 2972.1 亿元， 增长

13.2%；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器具进口

689.4亿元，增长 14.5%。 同期，美容化妆品

及洗护用品进口 526.3 亿元， 增长 17.9%；

肉类进口 462.7亿元， 增长 64.8%。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如何打造一座

“儿童友好、 人人友好” 的人

民城市， 市妇儿工委携手市民

政局、 市妇联和团市委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昨日， 市妇儿工

委公布首批上海市儿童友好社

区示范点， 全市 16 个区 84 个

街镇 （工业区） 荣获“上海市

儿童友好社区示范点” 称号。

近年来，市妇儿工委、市妇

联借助市“两会”平台，积极呼

吁“完善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

设”，致力于推进“儿童友好”的

理念深入人心。 2019 年，市妇

儿工委提出， 要在全市范围内

立足街镇创建儿童友好社区，

从儿童生活的社区开始， 逐步

推进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

能跳房子也能打篮球的下

沉式广场、 能种蔬菜瓜果的小

小农园、 能顺着彩虹斑马线找

到儿童游戏操场， 这些都是黄

浦区五里桥街道为小朋友新近

改造的户外活动空间。 此外，

五里桥街道还把儿童议事会与

“三会制度” 巧妙结合， 招募

25 名儿童议事会议员， 开展

听证会、 协调会、 评估会， 挑

选优秀议题纳入社区居民协商

民主会中， 让儿童议事会真正

做到参政、 议政， 为儿童自己

的权利发声。

市妇儿工委将继续牵头，

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美

丽家园、 美丽街区、 “一江一

河” 公共空间、 “十五分钟社

区生活圈” 等建设， 联手更多

成员单位和社会力量打通服务

儿童及其家庭家门口的“最后

一公里”。

□杨奕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临近新春佳节， 眼下

正处于疫情防控的严峻时刻， 铁路

火车站大门也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

关口。 首批 140名静安区机关党员

干部志愿者近日驰援上海火车站，

他们分成 4班， 在南北广场出入口

值守， 参与防疫工作。 除了测温，

还严格查验抵沪旅客的健康码及旅

程。 图为静安城管执法局的志愿者

在参与铁路的防控疫情工作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昨天下午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卫生

健康委主任邬惊雷介绍， 1月 24日

0-24 时， 本市报告 1 例本地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该病例常住黄浦

区， 系 21 日确诊病例的密接者

（父子关系）。 21日已被集中隔离观

察， 其间出现症状。 综合流行病学

史、 临床症状、 实验室检测和影像

学检查结果等， 经市级专家会诊，

诊断为确诊病例。 该病例相关接触

人员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对病

例居住场所已进行终末消毒。

累计排查密接者380人

邬惊雷进一步补充表示， 这个

病例是一位因病长期在家卧床的老

年人， 之前作为密切接触者已经在

集中隔离点隔离观察， 所以他的流

行病学调查轨迹就在昭通小区。

目前， 13例本地确诊病例均已

在市公卫中心治疗， 其中 12 例为

普通型、 1 例轻型， 均予以对症治

疗。 截至 1 月 24 日 24 时， 累计排

查到密切接触者 380 人， 目前均已

落实集中隔离措施， 其中 371 人核

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8 人已确诊

（包含在已公布的 13 例确诊病例

中）， 1人在检测中。

累计排查到密接的密接 1007

人，目前均已落实集中隔离措施，截

至 1月 24日 24 时，940 人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累

计筛查相关人员 37592 人次， 目前

均已落实相应管控措施，其中 37589

人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2 人已

确诊（包含在已公布的 13 例确诊病

例中），1 人在检测中。 累计排查相

关场所的物品和环境样本 3483，其

中 3448 件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35

件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均与确诊病

例住所和工作场所有关。

提前预约核酸检测

邬惊雷表示， 随着春节的临

近， 很多返乡人员集中前往医疗机

构检测核酸， 部分采样点出现了

“排长队” 现象。 信息系统后台数

据表明， 核酸检测需求显著增加。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现场排队检测市

民中有一定比例人员未提前预约，

造成了短时排队高峰。

针对这个情况， 市卫生健康委

一方面要求现有开展核酸检测的医

疗和检测机构， 通过延长服务时

间， 增派采样人员、 增加采样点位

等方式， 提高日采样量， 尽可能减

少市民等待时间； 另一方面也要求

各医疗机构加强宣传， 通过公众

号、 互联网、 预约电话等形式提供

检测服务信息和预约渠道， 为市民

预约提供更多便利。

主副食品供应货源充足

疫情的出现， 物资是否会短

缺？ 对此， 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表

示， 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主副食

品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春节将至，

市商务委和各相关部门在落实落细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基础上， 全力

保障主副食品供应平稳有序。 目

前， 本市主副食品供应货源充足、

品种丰富， 价格基本平稳。

根据今年春节留沪人员多的情

况， 批发市场已加强产销对接， 落

实货源组织。 猪肉方面， 已与全国

16 个省 127 家屠宰厂加强产销对

接， 每天供应猪肉稳定在 10000 头

以上， 交易结束后仍有余货， 可以

满足消费需求。

蔬菜方面， 蔬菜集团已提前对

接山东、 江苏、 广东、 云南、 海南

等规模化蔬菜基地和 20 个市郊蔬

菜基地， 组织供应各类蔬菜满足市

民消费需求。 目前， 蔬菜集团每天

供应蔬菜 7000 吨， 品种 180 个，

保持每日 6000 吨周转量， 春节期

间周转量还将提高至 8000 吨以上，

可动态保障市场供应。 水产方面，

主要水产批发市场每天供应活鲜、

冰鲜、 冻品 1000 吨以上， 品种总

计 140余个。

春节期间， 本市主要批发市

场， 全市 800余家菜市场、260 家大

卖场、2100家标准超市，以及重点生

鲜电商企业坚持春节不休市， 全力

以赴保障节日市场正常运营。 菜市

场在确保开业率和开摊率的同时，

全力保障 482 个平价猪肉专柜和

502 个平价蔬菜专柜节日期间持续

供应， 满足市民对平价肉菜的消费

需求。另外，本市正在举办网上年货

节，20 余家本地电商平台企业联合

近 5 万家线下商户，推出了 50 多项

主题活动，进一步丰富市场供应。

法治综合A6 2021 年 1 ? 26 ? 星期二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章炜 E-mail:fzbfzsy@126.com

工行上海分行全力打造敬老优质服务品牌
为持续推进上海银行业敬老服务工作，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近年来高度重视打造工

行敬老服务特色文化， 全行近500家网点以

“提供卓越金融服务， 建设客户满意银行”

为宗旨， 把老年客户群作为重点服务对象，

围绕 “爱心、 用心、 暖心、 尽心、 凝心”

五心服务文化， 开展敬老服务。

完善敬老服务设施， 弘扬尊老敬老风
尚。 工行上海分行在环境设施及服务软实

力上多措并举， 不断完善提升， 为老年客

户提供了完备的便捷服务设施， 如设立爱

心专座、 设置无障碍通道及应急响应设备，

配备老花镜、 放大镜、 医疗箱、 轮椅等敬

老服务设施。 对于有 “特殊” 需求的客户，

网点还配备助听器、 写字板、 振动闪光叫

号提示器、 无障碍扶手等。 为畅通老年客

户服务渠道， 减少等候时间， 网点合理设

置弹性窗口， 大堂服务人员会根据实时客

流及客户等候情况， 进行适时调整， 在硬

件设施和物理渠道上尽可能地为老年客户

提供服务上的便利。

落实敬老服务制度， 明确 “预案” 分

工职责。 “多听、 多看、 多观察； 多笑、

多讲、 多招呼； 少抱怨、 勤指导、 莫急躁”

这是工行黄浦新闸路支行在以往的老年群

体客户的服务实践中总结的服务秘诀。 事

实上， 根据日常工作中老年客户易碰到的

业务困扰及意外发生情况， 工行上海分行

的营业网点制定了多项老年客户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明确人员职责、 处理流程， 定

期开展学习及案防演练， 保证突发事件发

生时网点每位员工都能有章可循， 做到从

容应对。 网点还优化客户投诉处理流程，

在大堂内公示投诉服务热线， 为老年客户

提供便捷的投诉渠道， 重点做好 “首访首

诉” 的处理， 尤其加强对老年客户等特殊

群体投诉处理工作的跟踪、 落实、 监督和

考评机制， 确保老年客户的权益得到保障。

敬老服务以人为本， 配套优质敬老产
品。 工行上海分行以老年客户金融需求为

核心， 通过配套合适的金融产品和特色活

动， 丰富网点敬老服务内涵， 打造特色敬

老品牌。 把握老年客户对操作简便、资金安

全、收益稳定的业务需求，积极推广敬老卡

和专属存款等适合老年客户的金融产品，使

工行的优质服务普惠到更多的中老年客户。

闸北马戏城支行还特开辟防诈教育区域，针

对老年客户金融安全意识薄弱的特点，开辟

公众教育区域张贴宣传防欺诈信息，重点关

注老年客户汇款业务和自助业务，多次成功

帮助老年客户拦截电信诈骗事件。

丰富敬老服务内涵， 拓展服务外延 。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依托区域建设， 充分借

力区位优势， 积极与街道、 周边社区等联

动 ， 组织 “社区普法 ” 、 “消费权益 ” 、

“防范诈骗” 等多系列的普法活动， 提升老

年客户金融意识， 将网点的敬老服务辐射

到更远、 更广的领域。 徐汇东安路支行依

托与辖内三甲医院的共建合作， 逐步确立

了 “银医” 服务特色， 网点结合老年客户

日常关注的养生话题， 在柜面放置按季节

更替的养生小贴士， 让客户在办理业务之

余可掌握不同节气时需注意的衣食住行。

网点还开辟养生专区， 将各色中草药材布

置在展示柜内， 并提供养生茶饮， 以生动

形式为客户提供医学健康常识。 闵行浦江

支行成立 “水滴行动” 公益宣传团队， 参

与浦江水滴行动,网点共有17位上海市志愿

者协会注册认证的志愿者。 “小水滴” 们

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与各类敬老助老志愿

活动， 不定期开展重阳节等节日的敬老公

益活动， 上门慰问荣誉军人养老院的退役

老军人， 前往周边社区开展金融服务送上

门活动等。 静安支行自2019年起， 每年由

青年党员组成志愿者小分队， 主动上门为

街道老同志提供体检全程陪同志愿服务，

贴心服务获得老年客户的好评。

立足岗位贴心守护， 敬老标兵呈现精

彩。 上海居民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 每日

至网点办理业务的客户年龄均偏大， 针对

老年客户这一特殊性群体， 服务就要更细

心， 更耐心、 更诚心、 更暖心。 嘉定南翔

支行陈旎妮在疫情期间始终坚守岗位， 做

好各项防护工作的同时关心爱护每位高龄

理财客户， 并为老年客户及聋哑客户提供

手语服务， 成功劝阻中老年聋哑夫妻的消

费贷款短信诈骗， 得到老人及其家人的感

谢。 张江川沙第二支行个人客户经理周婷

婷信奉 “卓越始于平凡， 完美源于认真”，

面对老年客户始终矜矜业业、 尽心尽力。

她还将特长融入工作， 设计创作防范电信

诈骗、 防范非法集资、 做理性投资等多组

漫画作品， 以生动活泼的形象， 简明扼要

的表现形式获得了老中青各个年龄层金融

消费者好评和认可。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

该行将继续贯彻上海银行业敬老服务工作

的具体要求， 进一步发扬中华儿女敬老爱

老传统美德， 发挥服务示范网点标杆品牌

的示范效应， 并将不断总结学习同业敬老

服务的优秀经验， 有效解决老年客户金融

服务痛点、 难点问题， 让每位到店客户感

受如家般的温暖， 用实际行动践行大行担

当和初心承诺。

提高核酸日采样量 减少市民等待时间
本市24日新增病例系21日病例父亲，其长期卧床

首批上海市儿童友好社区示范点公布

16个区84个街镇榜上有名

城管志愿者参与铁路疫情防控

上海市外贸进出口

总值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