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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那些牺牲莫辜负
战疫观察
最近看到几个成语的战疫新
解，颇为感慨。
比如 ， 把 “ 不 约 而 同 ” 解 释 为
“不约，大家 都 同 意 ”； 把 “ 别 来 无
恙”解释为“只要别来聚，就会减少
得病的风险”；把“敬而远之”解释
为“人和人保持一定距离，就是对
对方的尊敬”；把“通风报信”解释
为“定时开窗通风，也要时常汇报自
己的情况”……
听起来有趣，仔细想来，其实都
是经验之谈。 有些甚至是付出过教

训，用沉重代价换回的。
时至今日，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夺
走了 700 多人的生命。 尤其是昨天凌
晨，被称为“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病
重离世，更是让人震惊悲痛。 李文亮被
视为英雄， 其实他只是一个有良知的
普通人。 没有制度的保护，他能做的十
分有限， 不过是用他作为医务工作者
获知的信息，提醒一下身边的友人，希
望他们免受伤害。
民众的哀悼， 不光是向这位撩
开病毒面纱的医生表达敬意， 也饱
含着迫切的焦虑与追问： 如何让这
一切不再重演， 如何让信息更加公
开透明， 如何真正建立起重大疫情
的“吹哨人”制度。

李强再赴基层社区
慰问基层干部社区工作
者和志愿者并实地检查
疫情防控工作

尽心尽力
守好门看好人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李强再赴基层社区，
亲切慰问不辞辛劳、连续奋战在街镇居村防控一线的
全市广大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并实地检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在普陀区桃浦镇恒盛鼎城圣都汇居民区，李强向
大家亲切问好，他说，广大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和志
愿者克服种种困难，访遍千家万户、想尽千方百计，所
有的坚守和付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阻断疫情传播扩
散，
都是为了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圣都汇居委会，李强说，守护好我们的共同家
园，
离不开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广大基层一线工作者要
认真履职尽责，
依靠群众、凝聚群众、组织群众，尽心尽
力守好门、看好人，努力做到排摸排查全覆盖、无遗留。
希望广大市民群众积极配合，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
责、
对社区负责。

把疫情防控工作
抓实抓细抓到位
应勇主持市政府党组会
议和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下一
步疫情防控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应勇
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部署，
进一步把全市疫情防控
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会议听取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近
期工作情况的汇报，对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研究
部署。
应勇指出，要紧紧抓住当前疫情防控的重要窗口
期、关键期，积极应对疫情防控环境从春节假期相对静
态封闭转向节后相对动态流动的变化，坚持防输入和
防蔓延并重、抓防控和抓救治并举、属地稳控与社会动
员齐抓，
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抓
住阻断和治疗两个关键点，全力以赴联防联控，全力以
赴救治患者，全力以赴保障供应。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的同时，要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在保
证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及时出
台支持企业的综合政策措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

昨天，有一条微博刷屏，是关于
《中国新闻周刊》 两份专刊的封面。
一份出版于 2003 年非典时， 封面
上写着： 我们还要为 SARS 付出多
少代价？ 一份出版于 17 年后的今
天，同样的疑问再次发出：我们还要
为新冠肺炎付出多少代价？
17 年， 中国人学会了很多，也
忘却了很多。为了不再忘却，我们该
怎么做？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可能有人觉得， 我们还在与疫情奋
战， 还没有到静下心来反思和总结
的时候。但正是因为疫情压顶，才更
有应激的动力与智慧。人是健忘的，
切肤之痛能让人保持清醒， 用制度
把教训与经验一同保留下来。 也只

潘高峰

有这样， 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那
些被疫情夺去生命的人， 他们的牺
牲才不会被辜负。
昨天， 上海开始公布确诊病例
涉及的区域和场所情况， 并详细公
布了一起奉贤区家庭聚集性疫情案
例。此前，其他省市也对一些典型疫
情流行病学调查的整个脉络予以公
布。这些做法，不仅有助于提醒市民
防范， 其实也可以视作建立相关制
度的一种探索。
类似的经验还有很多。 对于上
海这座城市来说，经济、文化、社会
治理等各个方面， 都在这次空前的
“战疫”中经受了考验，也形成了许
多不仅可以用于当下， 也能惠及未

来的政策和制度。 比如对中小企业
的各种扶持政策， 比如基层社会治
理中信息化手段的应用， 比如一些
老年患者呼吁了很多年却一直没有
妥善解决的长处方问题等等。
有人统计， 除却被疫病夺去生
命的人，迄今为止，抗击疫情的战斗
中已牺牲各行各业 42 人。 他们中
有警察、医生、官员、工人、志愿者、
城管、 村支书等等， 大部分是过劳
死，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毛主席曾经
写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
新天。用在这里可能并不确切，但真
的希望这一次所有中国人的付出与
牺牲，能够换来凤凰浴火，迎来更加
美好的明天。

疫 情 防 控
新闻发布会

上海出台２８条举措支持企业发展
为企业减负降本 300 亿元以上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市政府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获悉，
上海出台《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
康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相关政策分为六个方面，
具体政策措施共计 ２８ 条。包括加大对防疫重点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展改革委主
任马春雷透露，上海着力采取“减免缓
退”等各类综合政策手段，据初步测算，
这次的政策可以为全市的企业减轻负
担、降低成本 300 亿元以上，政策含金量
高，企业有实惠。
上海国有企业将与广大中小企业共
渡难关，对于已签约承租本市国有企业
所属的经营性房产（包括各类开发区、产
业园区、创业基地及科技企业孵化器等）
从事生产、办公、商业运营等生产经营活
动的中小企业，将推出由所属国有企业
先免收 2020 年 2 月、3 月两个月租金的
特殊政策。
对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生产、运输和销售的重点企业包括小微

企业财税支持力度、
减免企业房屋租金、对相关
企业和个人给予税收优惠、
免除定期定额个体工
商户税收负担、
适当下调职工医保费率等，
全力
防控疫情，
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由财政再给予
一半的贴息，确保企业贷款利率低于
1.6%。对被征用企业为生产防疫物资实
施的应急技术改造项目，经认定后给予
项目总投入 50%-80%的财政补贴。对应
急征用企业生产政府指定的特定防疫物
资所形成生产能力的投入，最高可给予
全额支持。
国家和上海市近期密集 推 出 了 一
系列针对性很强的支持疫情防控的税
收政策措施。据初步摸排，这些政策措
施以“免”和“延”为主，直接相关企业有
20 万户。疫情防控期间，按照定期定
额 纳 税 的个体工商户依法免于缴纳定
额税款。
针对企业复工需求，上海将推进市

区镇三级政府进驻企业联合办公的沟通
机制，多措并举保证企业复工生产。例
如，针对部分外地员工尚未返工，联系当
地园区帮助企业招收零工、优先安排本
地和未离沪的员工先行开工。帮助外省
市满足健康要求的员工加快返厂。加强
产业链复工协调，促进原材料对接、物
流运输对接、产销对接等，针对上下游
供应链企业还未复工的，通知本市相关
企业复工；通过工信部联系地方主管部
门，协调外地上下游企业复工。在复工
复产的同时，政府部门将督促和帮助企
业落实防疫安全措施，加强口罩、体温
计、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的供应，切实保
障安全生产。
本报记者 叶薇 见习记者 张泽茜

开通“云购物”“云逛街”

实体商业多线发展加速“新零售”
对抗疫魔
共谋发展
疫情发生之后，实体商
业遭受的重创肉眼可见。在
确保员工和顾客安全的前提
下，上海的实体商业企业也
在抱团自救，通过线上线下
融合来多线发展，积蓄力量，
“重启”
２０２０。

多家商业集团减免租金
市民“闭门不出”有利于疫情防控，但
对于实体商业来说，却遭遇了巨大危机。
当服装、餐饮和娱乐等现阶段的非刚需消
费降至最低点的时候，相关品牌商户的房
租压力不言而喻。

1 月 28 日，万达商管集团率先宣布， 留给未来的不确定性。
将对全国各地所有万达广场的商户自 1
莆田餐厅、木屋烧烤、阿香米线等连
月 24 日-2 月 25 日时间内的租金及物业
锁餐饮企业也接到了管理层自愿减薪的
费实行全免政策，预计减免租金额度 30
申请。
亿-40 亿元。
商场推出在线“云购物”
随后，宝龙、银泰、华润、爱琴海、大悦
城、苏宁、红星美凯龙等多家商业集团也
当餐饮企业通过做大外卖来生存的
时候，商场、购物中心也开通“云购物”、
主动发布降免租金的通知，涉及金额超过
100 亿元，为处于生存危机中的品牌商户 “云逛街”，借助数字化之风，开辟新零售
的
“新战场”。
带来支持。
上海世茂广场日前推出在线购，在其
餐饮企业管理层主动降薪
官微上贴出了 19 个品牌的店长微信二维
不少连锁品牌也在自救，通过内部缩
码，扫码就能联系上各品牌店铺，让店长
减开支，以节流的方式支撑运营。记者从
带领消费者线上挑选，部分店铺还开通了
多家餐饮企业了解到，为了共克时艰，不
安全无触达的配送到家服务。上海新天地
少管理层都主动提出降薪，从减少人力成
则通过官微、会员平台、小程序等平台，创
本上入手，减轻负担，鼓舞士气。
新线上的互动机制，鼓励消费者“云沟
西贝董事长贾国龙昨天发出公开信， 通”，鼓励“云逛街”，同时支持餐饮商户提
表示“总部员工愿意延后领取工资，全力
供外卖服务。百联集团的 i 百联 APP 和小
支持一线的伙伴”。乐凯撒也宣布，在疫情
程序上，也能“逛”第一八佰伴、青浦奥特
带来的影响消退前，董事长和 CEO 不发
莱斯等商场，
购买各类产品。
工资，经营团队一律半薪，把更多现金流
本报记者 张钰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