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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连日来，市委书记李

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市政协主席董

云虎分别为兄弟省市援沪医疗队

送行，代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

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向逆行

出征、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们表示

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由2273名医务人员组成的江苏

省援沪医疗队，是最早抵沪的医疗

队之一，在多个方舱医院和定点医

院开展救治护理工作，累计收治患

者2.62万人，实现了救治病例“零死

亡”，医护人员“零感染”。李强向领

队和队员们亲切问好。李强说，在

上海疫情防控形势最严峻的时候，

你们挺身而出、星夜驰援，让我们深

深感受到“沪苏一家亲”的血脉情

深，深深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

人间大爱，在上海人民心中，援沪医

务人员是逆行出征的勇士、是雪中

送炭的亲人。坚持就是胜利，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在全国各地和解放军的大力

帮助下，全市人民齐心协力、共克时

艰，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成

果。我们将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紧盯降新增、防反弹持续

攻坚、直至全胜。欢迎大家在上海

重现繁华后多来走走看看，祝愿大

家归途平安、工作顺利。

重庆市此次抽调1567名医务

人员组成援沪医疗队奔赴上海支

援，负责管理4个方舱医院及3家

定点医院共计9088张床位，累计收

治患者1.1万人，还参与多轮核酸

筛查工作，共计采样 366.9万人

次。龚正在为重庆援沪医疗队送

行时说，你们逆行出征、驰援上海，

体现了“同饮一江水，沪渝一家亲”

的深厚友谊，更彰显了“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制度优势。一个个暖

心瞬间历历在目，上海人民永远铭

记。希望两地进一步深化合作、共

谋发展。祝愿大家今后取得更大

成绩，希望疫情过后再来上海相

聚，畅叙战斗友谊，共享美好生活。

河南省援沪医疗队共有2074名

队员征战抗疫一线，在沪期间接管

相关方舱医院和定点医院，开展中

医巡诊，支援核酸筛查和阳性特殊

人群转运等工作，累计救治和巡诊2

万多名患者。蒋卓庆在为河南省援

沪医疗队送行时说，大家团结协作、

日夜守护、全力救治，展现了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

神。上海人民永远铭记这份深情厚

谊。期待沪豫两地进一步加强合

作，希望大家在各自工作岗位继续

为卫生健康事业贡献力量。

江西省援沪医疗队此次派出

1101名医务人员，四次执行核酸筛

查任务，完成62.1万人次采样，整建

制接管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

院4个舱区，累计收治1.66万人。董

云虎在为江西省援沪医疗队送行时

说，大家千里驰援，体现了兄弟般的

深厚情谊。希望沪赣两地携手并

进，继续深化合作交流，祝愿大家在

各自工作岗位上创造新的成绩。

市领导诸葛宇杰、陈金山参加

相关活动。

李强与龚正蒋卓庆董云虎分别为兄弟省市援沪医疗队送行

欢迎在上海重现繁华后多来看看

本报讯 （记者
屠瑜）第九次全国信

访工作会议5月25日

至26日在京召开。习

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

会议代表，向受表彰的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

信访系统广大干部职

工表示诚挚问候。

会议表彰了全国

信访系统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上海信访

系统共有4个集体和

3名个人受表彰。其

中，徐汇区信访办、

松江区信访办、市国

资委信访办、市信访

办办信处等4个集体

被评为“全国信访系

统先进集体”。浦东

新区信访接待中心

九级职员孙晓青、普

陀区石泉路街道信

访办主任、一级主任

科员徐科兵、嘉定区

江桥镇信访办主任唐

月华等3名个人被评

为“全国信访系统先

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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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我高血压的药没了。”全

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徐汇分局民

警王瑞芳二话不说，接过居民的医

保卡与病历，冒雨匆匆赶往医院。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上海警方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忠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

战疫情、助攻坚、防风险、保安全、护

稳定，为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贡

献了公安力量。5月25日，在全国

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

会上，上海公安系统共有63个集体

和个人受到表彰，有力鼓舞了大家

持续战疫的士气。

严厉打击涉疫违法犯罪
近日，张先生收到一封“疫情补

贴申报”的电子邮件，内含一个二维

码，提示扫码自助办理。民警知悉

后立即上门进行劝阻，并通过警民

微信群提醒辖区居民提高警惕。

战疫期间，为保障良好的社会

秩序，上海警方启动“砺剑3号”专

项行动，严厉打击哄抬物价、涉疫诈

骗等突出违法犯罪，守护群众切身

利益。为降低“流动中的风险”，警

方全面查堵上路“黑骑手”，救助安

置在沪滞留人员。目前，累计查获

无“电子通行证”骑手1900余人，发

现并安置滞留人员11000余人。

捍卫经济安全稳定有序
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上海

警方始终紧盯非法集资等重大风险

型经济犯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坚决捍卫本市社会面经济安全稳定

有序。2021年以来，共侦破经济犯

罪5600余起，有力维护了良好营商

环境。

受益于打击模式的转变，2021

年，上海违法犯罪案件接报数同比

下降19.9％，命案、抢案保持全破，

入室、入民宅盗窃破案率达96%以

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实现了既遂

数和立案数、破案数和抓获数“两降

两升”，道路交通事故亡人数同比下

降13.7％，是全国唯一未发生死亡3

人以上事故的省市。

全力解决市民急难愁盼
全国特级人民警察、黄浦分局

交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黄俊，曾

因站上脱口秀大会被大家熟识。此

次疫情期间，原先的“外滩活地图”

化身越江隧道守护者，依然是市民

群众的贴心人。

封控之后，值守延安东路隧道

的黄俊遇到很多外区志愿者驾车护

送居民到黄浦区医院就诊，黄俊每

次都会耐心细致地为他们指路。

黄俊还带领交警“白色摩托侠”

青年突击队参与黄浦分局组织的

“闪送员”行动，全力解决市民的急

难愁盼：为养老院送药、帮血透病人

回家、送渐冻症儿童就诊、为市民跨

江送药……

据统计，此次疫情期间上海6

万余名民警、辅警全警动员、全力以

赴，沉到社区里弄、压到防控一线；

1100余支社区帮困先锋队，与社区

干部、物业人员、楼组长、志愿者等

一道，主动帮扶特殊群体，为封控小

区疾病患者协调保障药物，为留守

独居老人保障生活必需品，为危急

病患和孕产妇开通生命绿色通道，

共上门走访排查23万余次，解决实

际困难8万多起。

特约通讯员 忻文轲 记者 潘高峰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

正昨天走访先进制造业企业，实地

调研复工复产情况。龚正指出，要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切实加快经济恢复重振步伐，以

刻不容缓的紧迫感，抢抓时间窗口，

加强政策供给，强化预期引导，为稳

增长和保市场主体作出更大努力。

下午，龚正一行来到华虹集

团，详细了解企业抗疫情、抓生产

举措。负责人说，在上海实施封控

管理前，华虹6000多员工赶回厂

区，确保生产线运行安全稳定。龚

正为疫情中企业员工团结一心、共

克时艰的企业文化点赞，叮嘱企业

关心好员工生活，强化发现、处突、

管控和自我健康管理“四个机制”。

上海良信电器公司是上海制造业百

强企业。龚正实地察看公司复工复

产情况。龚正鼓励企业做好疫情防

控和复工达产两手抓，完善预案、做

好备份，为常态化防控多做探索。

政府部门要简化复工复产流程，园

区管理机构要承担起推动复工复产

的重要作用，各方共同努力，形成推

动市场主体增强信心、恢复活力的

合力。龚正指出，要抓紧做好疫情

扫尾工作，牢牢守住防止疫情反弹

的底线，全力稳住经济大盘，推动复

工复产、复商复市。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昨天在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检查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时指出，

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把“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各项要求细致扎实落

到位，综合施策、分类施策、精准施

策，以更加有力、更具针对性的政

策供给和优质服务助企纾困，更好

稳预期、强信心、促发展，加快恢复

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临港新片区正加快推动复工

复产，一批重点企业生产水平持续

提升，一批科技产业项目有序恢复

建设。李强来到上海中船三井造

船柴油机有限公司检查，在国内最

大的船用大功率低速发动机生产

车间听取企业复工复产和自主研

发情况介绍，对克服困难、坚守岗

位的一线干部职工表示慰问和感

谢。企业负责人表示，将争分夺秒

赶时间抢进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李强指出，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要两手抓、两手硬，压实“四方

责任”，把已经明确的防控措施不

折不扣落到实处，确保防控安全、

生产安全。要深入排摸企业痛点

难点堵点，加强政策供给，加大扶

持力度，精准帮扶企业复产达产，

更好稳定产业链、打通供应链。

随后，市领导来到瑞庭时代

（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检

查。该公司自四月中旬复工复产

以来，产能已迅速恢复到疫情前水

平。李强走进生产车间，仔细询问

当前企业在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

维护上还有哪些困难。李强指出，

要坚持分类指导、清单管理，以政

策的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精准帮

扶企业达产，全力支持企业发展，

更好帮助企业稳信心、稳预期。要

坚持务求实效，强化问题导向、需

求导向、效果导向，加快解决反映

集中的突出问题，更好满足各类企

业不同发展需求，为城市经济运行

恢复正常奠定坚实基础。

李强在临港新片区检查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更好稳预期强信心促发展

切实加快经济恢复重振步伐

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贡献公安力量

龚正走访先进制造业企业，实地调研复工复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