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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薇 通讯员

何宝新 严鹏）复工复产仅一周，造

船即入快节奏。昨天，中国船舶集

团有限公司旗下上海外高桥造船有

限公司完成一船交付、两船出坞三

大生产节点，驶入“快车道”。至此，

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上海三大船

企：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和外

高桥造船全面实现复工复产，且经

营生产势头喜人，交船、接单、开工、

下坞、出坞、试航等一个都没落下，

上海船舶工业重又回归机器轰鸣、

焊花飞溅的繁忙景象。

昨天交付离厂的是一艘液化天

然气（LNG）双燃料动力、20.9万载

重吨纽卡斯尔型散货船“诺瓦特拉

山”号。同日出坞的是一艘21万载

重吨纽卡斯尔型散货船、一艘LNG

双燃料动力11.9万载重吨阿芙拉型

原油轮。

“诺瓦特拉山”号轮是由外高桥

造船自主研发设计的新一代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双燃料动力船型。该

船型长299.50米，型宽50米，型深

25.20米，设计吃水18.40米，设计吃

水航速14节，入级美国船级社。该

船采用LNG燃料和传统燃料柴油

驱动，可一次性满足完成中国至澳

大利亚航线两个来回或者中国至巴

西航线一个来回。

受疫情影响，“诺瓦特拉山”号

轮原定于3月末试航的计划被迫延

迟。在中国船舶集团周密协调和上

海市经信委、浦东新区科经委、高东

镇政府等大力支持下，在全面落实

防疫措施的前提下，该船于5月4日

开启试航。经过项目组、船东、船检

和相关服务商的精心策划、充分准

备，首次将燃油、燃气试航合二为

一，并较计划提前一天圆满完成所

有试验项目，为最终的交船赢得宝

贵的时间。

当日出坞的21万载重吨纽卡

斯尔型散货船实现了全船主体结构

完工交验，机舱打磨油漆结束，机舱

管路及甲板管系大部分交验完成。

11.9万载重吨阿芙拉型原油轮则实

现了多个货油舱和管路系统的交

付，机舱也达到打磨油漆状态。同

时，还完成了坞内另外两艘半船起

浮移位作业。

值得一提的是，原先为外高桥

造船提供船舶出坞及半船起浮协

作服务的某专业船务公司，由于疫

情原因，无法到厂开展作业。为了

确保按时完成出坞计划，外高桥造

船立足自身力量，成立出坞专项工

作组，研判出坞作业难点、排查风

险隐患、沙盘模拟出坞全流程、在

作业现场实操演练、多轮次安全检

查，同时以视频远程的方式，与船

务公司一同研究制定完善出坞、移

位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了作业万

无一失。

自5月16日启动复工复产以

来，外高桥造船加速推进产能和供

应链的恢复。目前，大型邮轮、海上

浮式生产储油装置（FPSO）等重点

工程项目也相继启动。本周内外高

桥造船还将完成2艘7000箱集装箱

船、1艘11.4万吨阿芙拉型成品油

轮开工，2艘19万吨好望角型散货

船下坞共计5个生产大节点，复工

复产将进入提速扩面新阶段。

本报讯（记者 屠瑜）今日

起，金山城市沙滩、廊下郊野公

园和花开海上生态园，有限度地

先行试点开放。目前仅开放景

区的室外游览区域，室内场所暂

不开放，各景区接待游客量不超

过景区最大承载量和瞬时流量

的30%。

据了解，游客可通过“乐游

上海”或“文旅金山”微信公众号

进行实名制在线预约。游客到

达景区后，需现场扫场所码或数

字哨兵，完成预约核销登记。入

园须佩戴口罩，在园区入口配合

工作人员做好场所码、随申码、

行程卡、核酸检测信息“四码”查

验工作。各景区餐厅暂不提供

堂食服务，仍保留水饮售卖等功

能。各景区将对入园游客量情

况进行实时控制，必要时将立即

采取暂缓入园等管控措施。

另外，位于山阳镇的金山万

达广场和百联金山购物中心也

于上午开门迎客。据介绍，金山

万达广场的现有商户总计为163

家，截至目前，首批复工的超市、

商户等共计85家左右，主要是以

服饰精品业态为主，以及一些餐

饮商户。三四楼的餐饮商户现

在暂不能堂食，但可以支持线上

点单。

另外，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上

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金山

宣布，明天起将允许私家车在全

区范围内通行。公交运营方面，

明天，将全面恢复金山区域内的

公交线路，此外，接驳市交通枢

纽的虹桥枢纽7路、8路也将恢复

运行。6月1日起，逐步恢复跨区

市通郊线路。

外高桥造船一天完成三大生产节点

三大船企全面实现复工复产

超市菜场全面恢复线下营业有何安排？
市商务委就商贸企业有序复市实施方案回应关切

金山部分旅游景区
和购物中心今起开放

无疫情风险区
域的购物中心、百货
商场、专业专卖店
等，6月1日之后全面
恢复线下营业，客流
总量不超过最大承
载量的75%。昨天，
根据《关于我市持续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推动商贸企业有序
复市的实施方案》
（沪 肺 炎 防 控 办
〔2022〕665号）精神，
上海市商务委通过
“一问一答”形式，就
持续巩固疫情防控
成果，有序推进商贸
企业复市，回应企业
关切。

这几天，朋友圈里，经常出现武
康大楼的模样。抓紧走出小区的机
会，不少人甚至从其他区步行几小
时，来这里拍照。
为何会是武康大楼？能出片

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对
比的鲜明。在疫情前，这里从早到
晚都人头攒动，而如今，武康大楼
的人流也是城市复苏的一个风向
标：相比前段时间的空荡荡，人明
显多了，但和常态化时期相比，一
点也不多——来这里拍照的人们
都期待着，身边的人多起来，那熟
悉的热闹的上海也就回来了。
因为家就住在衡复风貌区附

近，这里的梧桐小道和武康大楼都
是最熟悉的每天必经风景。还记得
两年前，也是这样的春夏之交，疫情
也曾让这里的一切按下暂停键。彼

时，漫步在武康路上，略带冷清的感
觉和当下类似。但很快，伴随着疫
情的消散，这里成为城中热门打卡
地，纷至沓来的游客让这里的旅游
热度飙升到疫情前数倍。
武康路上的不少咖啡店、餐饮

店、花店也都曾经历过两年前的寒
冬。大半年的时间里，商店经营处
于亏损状态，但店主们却都不舍得
离开。在他们的记忆中，那段时间
虽然难熬，但好在疫情很快得到控
制，尤其看到市、区以及街道为了促
进复工复市采取了多重举措之后，
他们大都选择了坚持。
普通人能用脚步丈量的幸福，

小店主有信心的坚持，其实都是这
个城市予以的烟火气。从疫情汹涌
而来，到社会面实现清零，再到有序
放开，历经风霜雨雪洗礼后的街区

渐渐重燃人间烟火气。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这

样的安心与熟稔还体现在生活习惯
的被找回之中。有朋友几天前兴奋
地发圈：今天收到了报纸，厚厚一
沓，感觉熟悉的日子回来了——吃
好夜饭看夜报，这样的习惯对不少
上海人来说，同样也是日常的安
心。随着报刊邮政投送的渐渐恢
复，一份份飘着墨香的报纸带给普
通市民的，不仅仅是日常的新闻与
消息，更是社会复苏的积极信号。
我尝有匮乏，邻里能相分。我尝

有不安，邻里能相存——唐代元结写
就的诗句，放到今天的环境之下，一
样妥帖。在相互联结和扶持中走过
疫情笼罩的困难时刻，那些重建的信
心、恢复的习惯，那曾经普通却最让
我们眷恋的人间烟火气，从来没散。

答：当前，本市超市卖场、便利
店、药店等网点已逐步恢复线下营

业。根据《实施方案》，本市将加快恢

复超市卖场、便利店、药店等网点线

下营业，进一步推动各类网点应开尽

开，并要求线下营业网点做好限流措

施，5月31日之前，客流总量不超过

最大承载量的50%；6月1日之后，客

流总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

问：购物中心、百货商场、专业
专卖店等网点复市有何安排？

答：目前，购物中心、百货商场、
专业专卖店等网点应做好恢复线下

营业的各项准备，落实人员闭环管

理，做好开业前预防性消毒，设置“场

所码”或“数字哨兵”等，可通过“线上

订、线下送”形式提供服务。无疫情

风险的区域可分批有序恢复线下营

业，5月31日之前，客流总量不超过

最大承载量的50%；6月1日之后，全

面恢复线下营业，客流总量不超过最

大承载量的75%。

答：有序推动餐饮、理发和洗染
等生活服务恢复线下营业，餐饮服

务，5月31日之前，实行线上、线下外

卖。理发、洗染服务，5月31日之前，

实行线上预约、线下错峰限流等措

施，客流总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50%。家政、家电维修服务，5月22日

之后逐步恢复经营。

问：菜市场复市有何安排？

答：鼓励菜市场线上订、线下送
或消费者自提，有条件的菜市场逐步

恢复线下营业。菜市场应集中采购

货源，实行错峰、限流入场，以设摊形

式开展经营的菜市场控制开摊率。5

月31日之前，开摊率不超过原有摊位

的50%；客流总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

的50%。6月1日之后，合理控制开

摊率和客流量。

问：商贸企业如何错峰限流？

答：商贸企业应划设进出通道，
做好人员分流。当场所内顾客总量

达到限额时，应停止顾客进入。鼓励

有条件的企业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程

序等开展线上预约。

问：商贸企业如何把好“入
场查验关”？

答：商贸企业应设置“场所码”或健
康核验一体机“数字哨兵”。“场所码”按

照应贴尽贴原则，在网点入口前相关通

道、区域进行布设，提醒顾客提前扫码

做好准备，减少入场排队时间。入店顾

客应佩戴口罩，扫“场所码”或“数字哨

兵”（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
健康码绿码），配合测量体温且无异常
（<37.3℃）后方可进店。同时，要确保
人员信息可查询可追踪。

答：根据《实施方案》，商贸企业

实施全程闭环管理，对新返岗员工设

置2天静默期，尽可能落实独立住

宿。5月22日至5月31日，无疫情风

险的工作地与居住地间，员工可实施

“两点一线”通行。6月1日之后，按

全市复工复产复市统一要求执行。

配送寄递人员参照执行。

问：如何做好员工防护？

答：商贸企业应组织员工实施每
天“1次核酸+1次抗原”检测。其他

重点岗位员工另有规定的，按规定进

行检测。按照《各类城市运行保障人

员个人防护用品使用指引》，商贸企

业对员工进行分类防护，常规情况进

行“一级防护”，规范配戴一次性使用

帽子、医用外科口罩、隔离衣、手套、

工作鞋/鞋套。对不进入风控区域，

直接接触相关风险人员、物品、环境

的工作人员，进行“增强型一级防

护”，包括一次性使用帽子、KN95/

N95/FFP2及以上防护级别的口罩、护

目镜或防护面屏、隔离衣、手套、工作

鞋或鞋套。 本报记者 张钰芸

问：超市卖场、便利店、药店
等网点复市有何安排？

问：商贸企业人员闭环管理
有何要求？

问：餐饮、理发和洗染等生
活服务复市有何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