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防溢乳垫转到口罩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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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眼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如何

复工防疫两不误？记者从金桥开
发区获悉，这几天，金桥开发区有

近 400家工业生产型企业陆续开
工，近 4万名员工到岗。

信息排摸，有序返岗
上海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是中国首批烟机生产定点企业，拥

有世界一流的数控加工设备、精密
测量仪器和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具备国际先进的机械加工制造能
力。按照“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要求，企业一方面积极筹措
物资，确保疫情防控所需物资及时

到位；另一方面在关心员工身心健
康的前提下，提前做好预案，安排

好人手，组织好生产。

摇下车窗、测量体温、有序进
入公司⋯⋯这是今天早上 7时 30

分左右，发生在上海烟草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厂区门口的一幕。

企业全方位做好复工准备，

做好信息排摸，前往或途经重点
疫区的，以及与重点疫区人员、确

诊或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的员
工，须隔离观察满 14天无症状后

方可上班，此外还完成厂区车间、

办公大楼重点区域和通风系统、空
调系统等设备设施的消毒杀菌作

业。据悉，开工首日，上海烟机有近
200名工人投入生产中。

抗疫保产，协力创“芯”

华虹集团是国家“909”工程

的载体，是以集成电路制造为主

业、面向全球市场、具有自主创新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

集团。集团旗下上海华虹宏力半
导体制造有限公司自建设中国大

陆第一条 8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
起步，目前在金桥有一条 8英寸

生产线（华虹一厂），在北美、中国

台湾、欧洲和日本等地均提供销

售与技术支持。
为营造员工返岗上班安全健

康温馨的环境，华虹宏力严格按照
频次和标准对办公场所、公共区

域、食堂、电梯间等进行保洁和消
毒，并每天安排人员专项检查。食

堂工作人员、保洁人员和班车司机

等早早地到岗准备。开工首日，集
团党员干部志愿者在厂区大门口

迎接返岗员工，并为员工测量体
温、询问健康信息。每位员工通过

公司内网疫情防控专栏即可查阅
华虹集团发出的《告全体员工书》、

公司疫情防控期间员工行为指引
等相关通知，让员工切身感受到华

虹的关怀。

甫一开工，厂区各部门近
1000名员工就各司其职地在自己

的岗位上忙碌起来，厂里一片繁

忙，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其实除

了部分员工回家过春节，很多一

线员工和工程师一直没停工，确
保公司一年 365天不停产！
疫情面前，正是这些责任与担

当，让人们相信终将走出阴霾，迎

来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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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坚定定信信心心 同同舟舟共共济济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

的爱情》里预言：原来是生命，而非
死亡，才是没有止境的。

因此，生生不息，不仅是本能，

更关乎尊严和价值———人类怎能被

病毒击溃！

这些天，魔都鏖战，全民皆兵。

几件事，件件不寻常。

2 月 7 日，“非常立法”———上
海地方立法机关做出控制疫情决

定，当日表决当日实施，这是全国首
部抗击新冠肺炎紧急立法，信用“黑

名单”更是立法杀手锏。

2月 8日， 本市两名拒绝隔离

观察的违法人员被依法强制隔离，

列入社会信用“黑名单”。

2月 10日，一市民因体温检测

与保安发生纠纷， 阻塞小区大门影

响交通，继而驾车拖撞执法民警，违
法行为步步升级，直至被刑拘。 2月

11日，青浦区检察院以妨害公务罪
批捕此犯罪嫌疑人。

重要的事， 再说一遍———非常
时期，个人接受调查、开展监测、隔

离观察、集中救治，都是法定义务；

凡隐瞒病史、重点地区旅行史、与患
者或疑似患者接触史、 逃避隔离医

学观察，构成严重失信，失信信息将
归集至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并

依法采取惩戒措施。

这些事，做不好，不只有“黑名

单” 等着。 最高法最高检已在 2月
10 日公开表态———拒绝隔离治疗

进入公共场所的确诊病人和疑似病

人，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 翻译下， 谁要这么前脚跑出医
院，后脚也就跑进了监狱。

非常时期， 还有一样看似寻常
的东西， 已成紧俏货， 也因特别的

“法定身份”， 成了法律纠纷调解的
缘由，乃至判断“罪”与“非罪”的依

据。 就是口罩！

1月 24日－2月 6日， 上海全
市人民调解组织成功调解疫情纠纷

283件，其中 150件为家庭矛盾，为

啥矛盾？大多是家人坚持外出，不愿
戴口罩！更严重的是，最高法最高检

也说了———暴力伤医，不限于殴打，

撕扯防护设备、 吐口水等行为都有

可能构成故意

伤害罪。 原

本，医护人员戴口罩防病毒，法律就

要确保完好佩戴不受不法侵害。 所
以，谁拉扯医护人员口罩，谁就把自

己扯进了监狱。

非常时期，又是紧急立法，又是

信用“黑名单”，又是严厉刑罚，法律
红线拉得紧。 决战疫情，击退病毒。

法治，增强的是社会免疫力，磨砺的

是全民战斗力，保护的是生命安全。

身体健康则是生存权、发展权。

如果说，乱食野生动物招致病
毒， 是进化不足文明不够的遗憾；

法治，就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对
生命尊严和生命价值的捍卫。好在，

所有坏事，都有可能变成好事。疫情
是个坏东西，非常时期，却也是普法

好时机。

“非常”的立法与普法
姚丽萍

    本报讯 （记者 宋宁

华）疫情防控，法治保障是
坚强后盾。近日，中共上海

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印发《关于加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法治保障的

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就全面提

升本市依法防控、依法治
理能力，坚决打赢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提出
十条意见。其中，明确提

出：保护患者和其他依法
接受隔离医学观察人员

的个人隐私并保障其不
受歧视的权利。同时，依

法严厉打击各类涉疫情
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故

意隐瞒个人疫病信息、拒
绝接受调查检测、隔离或

治疗的当事人，危害公共
安全的，要依法追究相关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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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主要生产防溢乳垫的护

理用品公司，凭借较强的研发能力
仅用 10天对原有产线完成技术改

造，研发出了一次性口罩垫片，每
天只换一次，口罩则可连用三天。

政府部门得知消息，第一时间与管
理层取得联系。政企携手搭建防疫

物资对接平台，在企业服务官方平

台“上海市企业服务云”及“上海企
业服务”官微向社会公布“一次性

口罩垫”官方购买对接登记消息。
仅 2天时间，平台收到对接诉求 3

万多个。

让一个口罩连用3天
上海护理佳实业公司是专业

从事一次性个人卫生护理用品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企业，除国
内市场外，其防溢乳垫还远销欧

洲、北美、亚太等 30多个发达国家
和地区。突如其来的疫情防控，使

防护用品，特别是市民大量急需的

口罩供不应求。护理佳实业公司迅

速着手技术改造：一方面是结合口
罩的结构特点，重新设计及编程新

产品的控制程序，并对相关产线进
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在相关科

研院校的帮助下，研究分析口罩防
病毒的核心部位———熔喷材料的

特性及使用工艺，重新设定了关键

的工艺参数。经过试生产、试用、收
集反馈意见，调整工艺参数，终于

达到了口罩的复合要求，确保透
气、舒适和安全。

“最初，主要想给周围企业家
朋友试试，应应急，大家反馈也很

好。”上海护理佳实业公司董事长
夏双印介绍说，一次性医用垫片

不仅携带使用方便，而且让一个
口罩可以连用三天，每天只要换

一次垫片。“工人们听说有机会为

疫情防控做贡献，踊跃报名提前
返岗复工。目前，3条技改后的生

产线火力开足，每天可生产 50万

片垫片。”

保障更多企业复工复产
“8 日，市政府出台 28 条举

措，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当天就联系我，说有 2000多家企

业在‘上海企业服务云’的调研中
反馈紧缺复工防疫物资尤其缺口

罩。对方希望和护理佳联手搭建平
台，保障更多企业复工复产，先解

燃眉之急。”夏双印坦言，一开始还
挺有顾虑，产品一上线，需求爆棚。

市企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加班
加点，全员上阵，连夜开始处理企业

诉求，了解到护理佳在付款发货程
序上效率较低，他们主动帮忙解决。

目前平台累计处理 1.2万个购买诉
求，尚有 2万个正加快处理。“28条

出来后，我们在研发创新上也会有

一定的补贴；服务中心全程帮我们
做对接服务，帮我们打消顾虑。”

11日，“上海企业服务云”上

线“助企战疫”专栏，集中发布国家

及本市战疫惠企政策，及时受理协

调企业战疫专项诉求；设立“战疫”
物资申请平台，集聚资源促进供需

对接；开辟“企业复工物资保障申
请”通道和供需对接平台，发挥服

务云企业对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
全市统筹、企业互助等多种形式，

为“专精特新”“重点双创”“改制上
市”等各类企业提供防护用品、消

杀用品等企业复工急需物资，同时
帮助企业拓展市场。

“有家做医疗物资保障的企业

跟我说，您多发一箱货，我们就能
多一分保障，多救一批人。我特别

感动，在政府帮助下，企业社会责
任感也落到实处。”夏双印透露，公

司在河南的工厂也在前期研发的
基础上，加紧开发适合办公和家庭

使用的精装版口罩垫，满足更多人
的防护需求。

本报记者 叶薇

    社区人手

紧，走，我们到社
区去！在闵行区，

已有 1600 多名
机关干部下沉到

基层，走上街头、
走进居民楼，支

援社区疫情防控

工作。

随着返沪
高峰的来临，闵

行区疫情防控
工作再次面临

大考。社区是疫
情防控的重要

战场。为进一步

加强力量统筹，
缓解社区一线

疲劳运转困境
和持续作战压

力，切实为基层
减负，闵行区下

沉区级机关、企
事业单位人员，

组团支援社区
疫情防控工作。

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先后发文

要求，从 1月 31

日开始，原则上

各单位（目前直
接承担区指挥部

防控任务的单位

除外）符合上班条件的人员（无发热

等不适症状、未经湖北返沪）中三分
之一上班。另外三分之二人员中，居

住在闵行区的需到所在社区报到，
参与社区联防联控。

通过排摸，闵行确定 407个定
点支援居委，涉及 701个小区。区

级机关事业单位在确保工作不断、

不乱的前提下，共计 62个单位派
出 1673 名工作人员下沉社区，定

岗、定时指导、督促、协助社区疫情
防控。区级有关部门加强工作统

筹，落实物资保障、岗前培训、后勤
保障等。

复工第一天，闵行区市场监管
局 60多名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响

应区委区政府的号召，奔赴虹桥高
铁、基层社区参与一线联防联控。

闵行区文旅系统的 61名干部
则在局领导带领下第一时间赶赴浦

江、吴泾两地，支援社区防控。区文
旅局党员张远金、区群艺馆党员于

汶鑫刚结束高铁志愿者工作，这次
又主动请缨，奔赴社区一线。区群艺

馆党员浦文超同志妻子刚怀孕，为
了安心参加社区联防工作又不影响

妻儿，将妻子送回娘家照顾，自己隔

离独居。 本报记者 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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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烟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工人正在忙碌

对抗疫魔
共谋发展

日产50万

测温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