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结合上海超大城市实际， 着力优化完善疫情防

控策略和举措， 分区分级分类开展疫情应对，

坚持最快速响应、 推进网格化筛查、 做实全流
程闭环、 强化社会面管控、 优化全方位服务保

障， 多措并举、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 要严而又严、 实而又实地抓好督查组反馈问题

的整改落实， 及时补齐漏洞， 坚决消除隐患，

切实提升预警检测、 应急响应、 基层防控等各
方面能力， 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在线庭审、线上执行

上海司法服务“疫”刻不停
■ 详见 2版

近日， 新华路街道安顺路上的花店店主徐嘉谊和几位热心青年自发组织了一支社区“送花骑手” 队

伍。 他们骑着共享单车， 将洋甘菊和玫瑰、 桔梗、 红豆等各类花束送到了为核酸采样忙碌的工作人员以及

为社区防疫作出无私贡献的志愿者手中。 吴悠 摄影报道

“送花骑手”传递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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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派出督查组赴 10省开展督查， 李强龚正与第五督查组座谈

抓好整改补齐漏洞消除隐患
本报讯 为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

部署， 从严从实抓好疫情防控和处置工

作，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派出督查组

赴 10 个省份开展督查工作。 昨天， 市委

书记、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

强， 市委副书记、 市长、 市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龚正， 与第五督查组组长、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际文一行举行座谈。

李强代表市委、 市政府， 对督查组一

行来沪督查指导表示欢迎， 并详细介绍了

上海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相关工作情况。

他说， 上海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部署要求， 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

大事， 全面压实“四方责任”， 全力抓好

应急处置， 从严从紧、 从细从实抓好各项

疫情防控工作。 结合上海超大城市实际，

着力优化完善疫情防控策略和举措， 分区

分级分类开展疫情应对， 坚持最快速响

应、 推进网格化筛查、 做实全流程闭环、

强化社会面管控、 优化全方位服务保障，

多措并举、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

次督查组来沪， 是对上海疫情防控和应急

处置工作的有力指导和支持， 我们要严而

又严、 实而又实地抓好督查组反馈问题的

整改落实， 及时补齐漏洞， 坚决消除隐

患， 切实提升预警检测、 应急响应、 基层

防控等各方面能力， 筑牢疫情防控的铜墙

铁壁。

张际文表示， 开展疫情防控督查， 是

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坚持“外

防输入、 内防反弹” 总策略和“动态清

零” 总方针的重要举措。 将全面深入了解

疫情形势， 推动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困

难， 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举措， 更好将各

项防控政策落地落细。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民航局获悉， 接到东方

航空公司客机事故报告后， 民航局

即下发 《关于加强航空安全工作的

紧急通知》 和 《关于做好民航空防

安全工作的通知》， 对全行业加强

当前航空安全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民航局要求， 各地区、 各单位

要认清当前严峻的安全形势， 坚持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 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

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 坚守民航

安全底线。 要切实加强民航领域安

全隐患排查， 举一反三， 从飞机保

养维修情况、 飞行天气情况、 人员

资质、 操作技能、 空防安全等方

面， 立即、 全面排查隐患。 务实推

动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采

取有力措施加强民航安全管理。

民航局强调， 空管部门要加强

气象预报和现场天气变化的及时通

报， 配合机组把好天气关， 遇有危

险天气、 边缘天气， 要及时预警，

协助机组做好处置。 航空公司要严

把放行关， 增强机组搭配力量， 对

飞行中发生的任何不正常情况及时

报告， 并给予机组及时、 必要的技

术和决策支持。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要立即开展

行业安全大检查， 落实安全监管措

施， 夯实安全生产责任， 防止监管

漏洞和死角等。

民航局：

立即全面排查隐患 加强民航安全管理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下

午来到闵行区的封控小区和位于浦

东新区的核酸检测机构， 检查疫情

防控和应急处置工作， 了解基层群

防群控和核酸检测能力建设情况。

李强指出，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 以必胜信念和坚决行

动从严从紧、 从细从实抓好各项疫

情防控工作， 持续优化疫情防控举

措， 集中资源力量狠抓攻坚， 不断

提升疫情防控能力， 坚决筑牢疫情

防控的坚实屏障。

位于闵行区莘庄镇的上海康城

小区， 现有约 3.6 万居民。 连日

来， 小区以楼栋为单位， 组织居民

分时、 分批参加核酸采样， 在数百

名社区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居民

的主动配合下， 核酸采样过程平稳

有序。 李强来到小区， 亲切看望昼

夜奔忙在抗疫最前线的居委干部、

社区工作者、 医务人员、 公安民

警、 物业工作者以及志愿者， 向大

家表示慰问和感谢， 详细了解小区

封控之后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和生活

服务保障等情况。

李强说， 大家与居民一起， 克

服种种困难， 确保社区平安， 数次

核酸检测实践也充分体现了大家的

有力组织和居民的自律配合。 坚持

就是胜利、 坚持才能胜利。 面对由

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这次本土疫

情， 不能有丝毫的麻痹松懈、 侥幸

松劲， 要坚持不懈地把各项防控措

施抓实抓细抓落地， 引导居民时刻

牢记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 大家齐心协力、 共同配合，

进一步凝聚起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

的合力。 李强叮嘱区里负责同志要

把更多资源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线，

全力服务保障封控小区群众的基本

生活和应急就医等需求， 及时解决

群众急难问题， 共同构筑疫情防控

坚强防线。

位于浦东张江的宝腾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核酸

检测机构，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持续拓展核酸检测能力， 目前每天

最大检测数已达 15 万管。 李强来

到公司， 察看采样、 检测服务开展

情况， 听取当前服务应急筛查检

测、 力量配置储备和后续能力建设

相关情况介绍， 并就进一步提升检

测能力、 保障筛查检测等充分听取

公司负责人的意见建议。 负责人表

示， 在区和经信部门的支持下， 通

过招募检测志愿者、 扩充检测设备

等多管齐下， 预计近期检测能力有

望再提升。

李强对全市各方面全力投入核

酸采样和检测工作的一线人员表示

慰问， 对各类相关机构和企业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 支持疫情防控表示

感谢。 他说， 核酸检测是疫情防控

的基础性工作和做好应急处置的重

要手段。 要结合当前疫情形势， 着

眼长远布局， 加强统筹谋划， 进一

步集中资源力量、 加大攻坚力度，

全面提升核酸采样、 检测能力， 更

好实现采样、 检测的精准匹配。 希

望各类核酸检测机构充分发挥筛查

哨点作用， 在保障重点人群、 重点

行业、 重点区域加大核酸检测力度

和频次上下更大功夫， 在服务日常

工作生活核酸检测需要上做好文

章， 为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提供有

力支撑。 相关部门和区要主动跨前

一步， 加强对接协调， 优化组织布

局， 提供服务保障， 支持企业提升

能力、 加快发展。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坚实屏障
李强实地检查基层群防群控和核酸检测能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