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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分门别类编制操作规范!微信点餐专人配送!开发在线"报

平安#新功能!设立专门的隔离区域$$从每一个楼道%办公间

的消毒到餐厅里每一把餐椅的摆放&这些企业的复工准备很硬

核&很细致'

!月 "#日&上海大部分企业将陆续恢复生产!研发!经营

活动&员工恢复上班(面对依然严峻的疫情防控局势&上海各大

企业开动脑筋&各出实招)

以连续化大生产为特点的上海石化&型号研制任务紧张的

上海航天&员工规模逾万的上海造船业&启动应急预案%制定防

控方案&开启绣花般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小心预判%谨慎应对各

种可能存在的风险&靠精细的制度安排做好防控准备&为员工

创造一个安心的工作环境(

会议怎么开？午餐怎么吃？上海企业亮绣花功迎复工

本报记者 叶薇

因地制宜 灵活管理 开工倒计时 防控有妙招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单位陆续复工上班，人群流动逐渐频繁。当前正处于疫情

防控关键期，面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交叉感染风险，各方都在积极应对。本报记者多路直击企业、写字
楼、商场、产业园区等单位的复工准备工作，各行各业把防控工作做深做细，总结出多招管理办法。

设置两道关卡 通行即可测温

! ! ! !金虹桥国际中心是一家月税收过亿元的超甲
级写字楼，目前有员工约 !"#万人。“我们及时摸排
了所有员工的情况，对营运、物业人员进行防疫培
训，制定定时定点消毒流程，在入口处及时做好人
员分流，设置两道关卡查验。”上海金虹桥国际置
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樊孝通介绍说。

金虹桥国际中心党员突击队成立了疫情控制
组、采购保障组、物资分发组等，保证了口罩、各类
消毒药剂、护目镜、测温仪、手套、宣传招贴画等应
急物资的供应。防疫组更是自己动手搓起了“小圆
子”———自制酒精消毒棉球。

复工以后，如何避免传统测温速度过慢、人流

拥堵的情况？金虹桥目前已引进上海电信提供的
热成像体温快速筛查解决方案。进入大楼的人员
和往日一样正常通过，经过热成像摄像头前面时，
电脑屏幕上会实时显示每个人的体温“色彩”，一
旦捕捉到发热高温点，系统会自动以声光报警的
方式通知工作人员及时处理。
“现在已安装了 !台测温设备，明天我们会在

南北两幢楼各设置三台，及时筛查体温异常人员，
并保障员工快速通行。” 本报记者 叶薇

建群发布信息 企业互通有无

! ! ! !奉贤经济开发区生物科技园区各企业的安全
负责人，这几天都被拉入了一个新建的“美谷新冠
疫情防控工作群”。眼看企业复工在即，注意事项、
疫情防控工作的规范流程、所需防疫物资的清单、
对重点地区回沪人员的统计，都在群里一一发布。

园区共有 #$%家企业，除了已复工的 !& 家

外，其余大部分企业都希望在 !'日复工，涉及员
工 !万多人。连日来，园区相关部门充分利用互联
网，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方式，将企业关心
的复工内容一一“上网”。记者看到，在东方美谷微
信公众号“疫情防控”小栏目中，不仅有详细的防
疫指南，连方案、台账、预案、挂图都准备好了。

这个拥有 #&#人的微信群，不仅及时发布复
工信息，还为各企业互帮互助、调配物资搭建了
“桥梁”。#月 #日，在得知不少企业买不到消毒水
后，园区内的上海屹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动在
群里表示，旗下产品可做消毒剂使用，且由中草药
熬制，对人体无毒害。负责人庄洪春说，为了帮助
园区企业做好复工准备，公司将消毒剂用 #&升的
大桶灌装，并在原售价上降价 &()，送到园区内指
定地点，援助各家企业。 本报记者 金旻矣

鼓励开车上班 增加临时班车

! ! ! !这两天，在一家互联网旅游企业工作的谢震
通过微信工作群和同事商量员工上班方案，第一
个问题就难住了公司管理层，如何减少员工上下
班在公共场所的停留时间？

谢震介绍说，公司办公地点在静安区广中西
路的多媒体产业园区，有员工 #''余人。一周前，

有员工提出自己的顾虑：住得非常远，需要搭乘两
部地铁和一部公交车才能到达公司，每天上下班
搭乘公共交通时间累计超过三个小时，会不会增
加被交叉感染的风险？

谢震在工作群内倡议道，特殊时期，鼓励员工
开私家车上下班，并鼓励公司管理层开车接送同

方向同事，同时，将公司一辆接送合作伙伴的商务
车临时更改为员工班车，专门用于接送 %位住得
特别远的员工。

有员工住在松江区新桥镇，有员工住在闵行
区浦江镇，有员工住在浦东新区东方路，还有员工
住在杨浦区五角场……谢震翻出一张电子地图，
分别找到这 %位员工的家庭地址，标记成红点，再
用一条黄线串上，形成一个大大的“*”形状，也成
为公司新开通的班车线路图。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机器帮忙消毒 口罩不能乱扔

! ! ! !给清洁机器人倒入病毒消杀液，对地面擦拭
消毒，只要五分钟，就能把病毒密度降低到千分之
一。在兴业太古汇，几台清洁机器人在不断工作。
记者了解到，用消毒水擦拭地面消毒，是医院最传
统有效的消毒方式，机器人可以做好路径规划，均

匀不遗漏地为环境消毒。同时，在特殊时期，保洁
部门的工作量非常大，机器人可以通过自动巡航
消毒来完成工作，人工只需在边角立面上加以辅
助，也减少了保洁人员和公共环境接触的时间。

为了避免废弃口罩产生二次污染，虹桥南丰

城的物业管理处已经在办公楼的每层楼梯间放置
了口罩专用垃圾桶，并且要求所有租户员工在丢
弃废弃口罩之前，将口罩放入塑料袋内密封，再扔
进口罩专用垃圾桶。届时物业管理处会定时对这
个垃圾桶进行清理和消毒处理。

静安嘉里中心也会在商场和办公楼增设废弃
口罩回收垃圾桶，避免使用后的口罩和其他垃圾
混装。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用餐鼓励打包 消毒洗手便利

! ! ! !食堂是电梯、办公室之外的另一个高风险之
地。不少公司员工找出了家里的饭盒，准备用更加
环保和安全的方式用餐。“即使在茶水间、办公桌
前用餐，也建议大家吃饭时不要交谈。我们公司已
经把相关的要求都发到邮箱了。”在静安区工作的
白领王小姐告诉记者。

静安嘉里中心则表示，进入员工食堂必须佩
戴口罩并在入口处测温。如果选择在食堂内就餐，
座位必须错开放置，避免面对面用餐。鼓励大家使
用新增的打包外带服务，尽量单独用餐。

开在百联世纪购物中心的小满手工粉复工
后，所有的消毒工作记录在台账上。每天开工前，

店铺内所有员工都要测温并记录体温，店铺内用
餐区域一日三次消毒，餐具每日浸泡消毒。对于入
店顾客，也要进行体温测量，发现异常要做好记
录，甚至友情劝离其前往就医。用餐前为顾客提供
免洗洗手液，保证整个用餐过程的安全。

记者发现，不少商业企业都在门店提供免洗
消毒洗手液，例如丝芙兰就在门店设立“安心站”，
在收银台和试妆台都会分别放置免洗消毒洗手
液，供消费者随时使用。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外卖建立台账 视频检查口罩

! ! ! !家在河南的常小飞是一名美团骑手。受疫情
的影响，今年他并未回家过年。他告诉记者，平台
对外地回沪过年的骑手们都要求先自我隔离才能
返工上班。目前，美团在每个站点配备体温计、口
罩、消毒液和酒精凝胶，建立骑手健康台账，并增

加抽检次数，如有异常症状立即停止工作、安排就
医并及时报备。
“口罩一天发两个，而且每次取餐前都要拍戴

口罩取餐的视频上传到平台，个人和餐箱的消毒
每天也有两次，另外美团一天还会发一瓶消毒

液。”常小飞说，为了保障客户和骑手本身的健康
状况，美团对每一个上班的骑手都采取了严格的
防疫措施，要求骑手外出及配送中必须全程佩戴
口罩。通过线上视频实时面部检测功能与线下检
查相结合的方式，抽检骑手口罩佩戴落实情况，同
时加入用户与商户反馈等途径，严格落实骑手佩
戴口罩的防疫措施。

本报记者 杨硕

! 江南造船公司加强员工测温

! 巴士一公司员工为公交车前后新风系统 清洗消毒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静安区玫琳凯大厦复工

前聘请专业人员对公司 !"

层办公大楼全面进行消毒

喷洒并通风!保障员工办公

环境的健康安全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通过热成像体温快速筛

查解决方案!进入金虹桥国

际中心的人员无需停留便

可完成体温检测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返厂有指南 隔离有温情

造船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海更是中
国船舶工业的重镇，聚集着数家人员规模逾
万的大型造船厂，做好复工前后的疫情防控
工作，对各船企而言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及时成立防控工
作小组，对 !"%万名离沪人员的信息及时追
踪。#月 &日，一份详细的返厂指南通过企业
微信推送给每位员工。在这份指南中，员工返
厂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返厂员工是否需要居
家隔离、居家隔离观察能否住进原宿舍、入住
生活区的管理规范、居家隔离观察员工是否
有工资、返厂路线等职工关心的问题都一一
解答。
面对突发疫情，上海石化从 !月 #$日起

逐一对全公司 +,(( 名在岗员工进行信息排
查，并建立了异常人员（进出上海市人员、接触
湖北区域人员、发热人员）的信息跟踪和日报
告制度。与此同时，迅速腾出一幢独立的宿舍
楼，设立外地返沪人员集中隔离观察点。!月
#-日，首批返沪员工中，有 .人入住观察点。
“这里设施俱全、服务周到，我会安心地在里
面隔离 !,天。”来自江西的员工熊伟感受到
了温暖。观察点每天提供保洁、消毒、餐饮、测
温等保障，并有志愿者提供采购物品传递等
爱心服务。截至 #月 &日，该观察点已经入住
%!名员工。

记者从上海航天获悉，在疫情防控管理
中，党员干部和青年职工积极担当志愿者，为
刚从外地返沪正进行自觉隔离的航天职工配
送盒饭。参与派送人员全程佩戴口罩，所使用
的送餐“专车”也例行执行一日两次的消毒工
作，确保安全卫生。

生产不中断 防护下一线

!#天，超额完成 %+(( 吨聚丙烯医用料
生产任务，保障防护用具原料供应；!, 小
时，快速完成 .&(( 多吨低硫船用燃料油发
送任务……在春节迭加疫情的严峻考验面
前，一份战报依然从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股份
公司传出。

作为石油石化特大型企业，连续化大
生产是上海石化的特点。而大生产的关键
在于人。

班组是生产的第一线。不少班组员工感
叹说，他们在一线拥有几个特殊的“最”，每天
体温测量、健康登记最全面，每天口罩、防护
镜、洗手液等防护品最齐备，每天室内消毒、
厕所消毒最及时。此外，为保证安全生产，相
关生产单位组建班组预备队，随时应对突发
情况，可以说是班组预案最完备。“上海工匠”
陆定良所带领的塑料部聚丙烯技师工作室为
装置节期生产制定了专门的优化方案，在医
用牌号聚丙烯生产过程中，既保证生产运行，
又减少了人员接触。

对上海造船业来说，生产任务同样不轻。
“部分生产计划将调整，我们将尽快组织讨
论，并报送船东及驻厂监造组。同时，暂不安
排离沪外检项目。在疫情防控处于关键期的
当下，员工加强防护、适当隔离，仍是决胜抗
疫的关键，理应分清轻重缓急。”江南造船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生产环节，江南造船备好了生产用的
$/口罩，可以基本满足现阶段防护需求。进
入公司厂区的人员必须戴口罩，并准备了约
!((个具备条件的临时隔离房间，厂内目前没
有需要隔离的人员。

微信报平安 开会不见面

出于防控需要，上海石化明确要求做好
全体员工出行及健康情况的跟踪。在前期人
工问询汇总的基础上。大年初一，公司 01服务
中心和软件公司合作，紧急在企业微信、233
中新增“报平安”功能。

新功能包括三个模块：一是每天早上系
统会向公司全员推送报平安问卷，需要填写
留返沪信息、是否在岗、健康状况等；二是通
过 233固定页面，实时显示填报人员的总体
情况；三是每天晚间 .时分部门生成统计报
告，推送给各单位部门的领导班子成员。

除了“报平安”的新功能，01服务中心最
近还让员工掌握了不少新技能。为了减少聚
集和接触，公司启用了电话会议、企业微信会
议、华为456789会议系统等，并制作下发了详
细的使用说明。按照疫情防控部署，员工即使
返岗上班后，防控期间也要多通过互联网手
段完成工作。以企业微信在线会议系统为例，
目前各单位通过这一系统召开的会议为 ,.%

次，累计 ,#+%分钟。
上海航天下属精密机械研究所推出了微

信扫码登记工作餐的方式。职工可以自助点
餐，既及时高效，避免浪费，又减少了接触传
播机会。
“我们从 !月 #+日开始，针对返沪后自行

隔离观察人员的早中晚三餐统计和配送。因为
型号任务很紧张，也有少数人员需要继续值
守，#月 $日开始，针对这些人的午餐供应，我
们也开始统计和配送。正式复工后我们将采取
分部门分时段分散进餐，各部门分别制定用餐
方案，并成立专门的党员责任团队做好送餐等
志愿服务工作。”负责人潘彦辰介绍说。

自制餐桌隔板 分批分段就餐

! ! ! ! !#(多名员工要在工厂食堂就餐，怎么避免交
叉感染？自制餐桌隔板、分时段分批就餐，成了上
海丰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小妙招”。
“工厂有 !#(:!$'名员工，原本午餐是 !!;$':

!#;''。复工后改为 !!;'':!#;$'，共 &个时间段，每

批约 #'多名员工。每批就餐过后，餐桌区域都将
彻底消毒，再让下一批员工进去。”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生产运营总监蒋晓宏对记者表示。
除了分批就餐，公司还制作了餐桌隔板。记者

看到，#'多张餐桌上，每张都安装了呈“十”字状的

隔板，将餐桌划分为四块。蒋晓宏说，隔板为防水
板，高度过头顶，$天更换一次。“我们严格执行复
工各项规定，实行门禁管理、测温等措施，并特地
划分了一块应急隔离区，拉上红线。”蒋晓宏说。

丰科每天运往武汉的蘑菇在 !'吨至 #'吨左
右。蒋晓宏表示，疫情期间虽然运输成本翻番，但
企业并未涨价，并依托在外省市的多个生产基地
进行调配。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