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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昨天，市委、市政府召

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统

一全市上下的思想和行动，更好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努力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

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李强在会上指出，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在兄弟省区市和解放军的大力

支援下，全市上下经过连续奋战，取

得了大上海保卫战的重大阶段性成

果。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

方针，全力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

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

调动的积极因素，奋力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龚正主持会议并

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市委副书记诸

葛宇杰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方式

连线到全市各区各街镇。

李强指出，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全市上下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

总方针，始终秉持“坚持就是胜利”

的必胜信念，克服重重困难，付出艰

巨努力，取得了来之不易的重大阶

段性成果。广大党员、干部夜以继日

地冲锋与拼搏，广大人民群众坚韧不

拔地支持与坚持，医务人员、社区工

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

部、志愿者等身处抗疫一线的同志们

经受住了极限条件下的考验，完成了

艰巨繁重的任务。当前，疫情防控正

向常态化防控阶段转换，随着生产生

活秩序的全面恢复，巩固防控成果的

任务依然艰巨。必须始终保持清醒

头脑，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争

的行动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必须牢

牢守住已经清零的阵地，毫不放松

抓好降新增和防反弹。必须全面落

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要求，积极探索超大城市

常态化防控新机制，加快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回归正常轨道。

李强指出，常态化疫情防控要

在抓住重点和关键、完善机制和体

系上下功夫，力量配备要常态长效，

监测预警要反应灵敏，应急处置要

快速响应，疫情防线要全面筑牢，支

撑保障要更加有力。市区两级应急

指挥体系要始终保持激活状态，坚

持扁平化运作，确保统一调度、信息

共享、高效指挥。建强各级应急处

置工作专班，明确职责、配强力量、

构建机制。要加快构建多点触发、

一触即发的监测预警网,完善各级

各类应急预案，严格落实社会面防疫

措施，强化属地兜底、行业管理，加强

常态监测，加快推进老年人群疫苗接

种。要强化集中隔离点、方舱医院、

定点医院等布局建设，建立储备清

单和梯次启用机制。

李强指出，要在毫不放松抓好

常态化防控的同时，加快推进复工

复产复商复市，做到“应复尽复”“应

放尽放”，不能层层加码。保持战略

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全面落实国家

和市里出台的一揽子政策，全力跑

出经济恢复和振兴的加速度，更好

稳主体、强动力、惠民生。完善各级

领导干部走访企业制度，送服务上

门，送政策上门，给市场主体以明确

预期，坚决稳住经济基本盘。加大

助企纾困力度，千方百计帮助受到

疫情冲击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渡过难关。聚焦重点领域，更大力

度扩投资、促消费，抓重大项目建

设，抓重大消费活动，积极做好稳外

贸稳外资工作。想方设法稳定和扩

大就业，走访慰问特殊困难群体，加

快推进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实

实在在解难题、暖民心。

李强指出，要有针对性地做好

凝心聚力的工作，大力营造真抓实

干的工作氛围、心齐气顺的社会氛

围、昂扬向上的舆论氛围，团结一致

向前看，重整行装再出发。要知责

明责、知重负重，增强大局意识、系

统思维和统筹能力，拿出“比学赶

超”的劲头，以超常规的思路和行

动，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把疫情造

成的损失补回来。加强社会思想引

导和心理建设，深入走访倾听，办好

民生实事，组织开展好群众喜闻乐

见的精神文化和生活休闲活动，切

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讲好基层一

线抗疫故事，及时主动回应社会关

切，把抓好超大城市常态化防控的

措施告诉市民，把加快经济恢复振

兴的政策传递给社会，打好信息发

布、政策解读和引导疏导的组合拳。

龚正就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

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要求，进一步

强化责任担当，强化问题导向，强化

系统观念，加快实施常态化疫情防

控管理，加快推进城市恢复正常运

行，全力促进经济加快恢复和重

振。持续提升疫情防控水平和应急

处置能力。切实形成政策的有效合

力，以加倍努力和超常规举措推动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认真

倾听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呼声，及

时帮助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市委常委郑钢淼、刘学新、吴

清、周慧琳、胡文容、赵嘉鸣、朱芝

松、刘杰、陈金山，市人大常委会、市

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市高级法院

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等出席会

议。市防控办、市发展改革委、黄浦

区南京东路街道、上港集团在会上

作交流发言。

李强：全力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奋力夺取双胜利

大上海保卫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市委市政府召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

龚正主持并讲话，蒋卓庆董云虎诸葛宇杰出席

本报讯 市委

副书记、市长龚正

昨天调研外资外贸

企业时指出，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按

照市委部署，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以分秒

必争的紧迫感，把稳

增长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加大为企

服务力度，努力把

政策红利转化为发

展成效，加快推动

经济恢复重振。

上午，龚正一

行来到泓明供应链

有限公司，与企业

负责人深入交流。

龚正指出，上海疫情

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要不断完善发现、处

突、管控和自我健康

管理“四个机制”，为

全面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提供保

障。要着力稳外贸，

要用好RCEP生效契

机和进博会大平台，

促进国际贸易中心

枢纽能级不断提升。

美国杜邦公司

在沪设有7家独资企业、4家区域

总部。龚正走进该公司一处办公

地点，详细询问企业所需。企业负

责人表示，杜邦坚信“投资上海，就

是投资未来”。龚正指出，上海高

度重视外资企业在沪发展情况，将

继续巩固上海作为国际资本最青

睐投资目的地的地位。各级政府

要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用好

经济恢复和重振“50条”，全力帮

助各类企业排忧解难，推动经济社

会尽早重回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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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59天的奋战，湖北省援沪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踏上归程

心怀感恩而来 最后一批离开

今晨6时，天津市院前医疗急救援沪医疗队完成支援任务，50辆负

压救护车在民警护送下踏上归途。自 4月26日到达上海，天津援沪急

救医疗队108名队员承担起了申城部分阳性患者闭环转运任务。转运

的患者中，有刚满月的婴儿，有年过百岁的老人，还有不少孕妇。他们

在天津急救“大白”的照护下，全部平稳送达。图为天津援沪急救医疗
队50辆负压救护车整装待发 本报记者 董怡虹 陈炅玮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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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经历了59天的奋战，湖

北省援沪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踏

上归程。1091名医务人员乘坐中

午出发的专列返汉，另有134人的

重症团队将继续留下守护重症病

患。此前，中医团队、核酸检测团队

276人已圆满完成任务先期返鄂。

在沪期间，1501名湖北医护队

员全链条参与方舱守护、亚定点医

院及定点医院ICU救治、急救转

运、核酸采集、检测等战疫工作。

湖北“大白”融合“武汉方舱经验”

“重症救治经验”，并因地制宜再创

新，周全守“沪”以“一老、一少、一

重”为核心的万余感染者。

记者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了

解到，湖北医疗队是最后离开上海

的援沪医疗队，是收官医疗队，充

分证明湖北省医疗队不愧为英雄

的医疗队。湖北省重症医疗队将

于6月10日返汉，也将是最后离开

上海的重症医疗队。

抵达 怀感恩之心
4月3日，湖北省卫健委抽调

精锐骨干，先后派出5批、共计

1501人的湖北省援沪医疗队。湖

北省援沪医疗队临时党委成员、纪

委书记曾念军说：“湖北‘大白’带

来的不仅是战疫必胜的决心，更带

来了湖北人民的感恩之心。”

那天，武汉金银潭医院援沪医

疗队领队程芳一下火车，看到很多

人前来迎接，不断说“谢谢”。她

说：“上海人不用跟武汉人客气！”

两年前，程芳曾与上海援鄂医疗队

并肩战斗在金银潭医院的重症病

房——那会儿，上海医疗队是第一

批援汉的医疗队。

武汉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

动情地说：“我们来到上海，一方面

是感恩于上海医护在2020年到武

汉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另一方面，我

们作为医务人员，应该挺身而出。”

援沪队员、武汉市肺科医院护

士长黄颖说：“我们见识过病毒之

凶，感受过疫情之痛，经历过战疫

之艰，受恩于全国齐援，我们对上

海人民感同身受。所以，我们将不

遗余力，提供最好技术，最暖服务，

用最短时间，帮助上海战胜疫情。”

奋战 融“武汉经验”
湖北省援沪医疗队中，有大批

医护参与了两年前那场“武汉保卫

战”。他们将武汉战疫经验，融合

到“大上海保卫战”中。其中，上海

新国博W1舱管理团队深度借鉴江

汉方舱医院的管理模式，因地制宜

推出了亚定点医院运行方案，实战

效果突出。他们起草的《亚定点医

院运行设置规范（建议稿）》《亚定

点医院工作制度汇编》，得到国家

卫健委的高度认可。

在具体救治过程中，“重症患

者关口前移”等“武汉经验”也得到

了深度融合。湖北省援沪医疗队

坚持的三项举措：一是早期预警干

预；二是做好多学科合作；三是坚

持一患一策，这些举措切实提高了

救治率、降低病亡率。

在华山医院宝山院区定点医

院，重症患者老蒋已经昏迷，排痰不

畅，呼吸衰竭，随时可能心脏骤停，

危在旦夕。家属感觉很绝望，担心

救治徒然让患者遭罪，想放弃。援

沪医生、来自同济医院的卞毅找到

家属耐心解释、劝说：“根据我们在

武汉战疫中总结的经验来看，老蒋

还有一丝希望。”家属最终同意将

老蒋转入湖北省援沪医疗队负责的

ICU里。如今，老蒋已经转危为安。

告别 留最美身影
来时春寒料峭，归时初夏已

至。59个日日夜夜，一个个舍小家

顾大家的逆行身影，一次次汗流浃

背地穿梭病床间，无数次无影灯下

与死神拼抢……他们用汗水，换来

了眼前正在复苏的上海。

据悉，湖北省医疗队在沪工作期

间共收治患者13571人，其中重症患

者96人。收治14岁以下儿童累计

1299人，年龄最小的仅2个月；70岁

以上老人462人，年龄最大者103岁。

此外，湖北省医疗队员利用休

息时间，先后3次参加上海市核酸

采样工作，共计完成48.1万居民的

核酸采样工作。120急救组负责核

酸标本和物资转运、医疗队员保障

等工作，累计行驶里程35695公里。

在上海新国博W1舱，武汉协

和医院医疗队员在撤离前，与舱内

患者一同自制香囊，共庆端午；中南

医院医疗队员把自己的自画像留在

墙上，满足了患者们“看一看援沪医

疗队员样貌”的小小愿望……

湖北省援沪医疗队为上海留

下的，不仅仅是祝福。湖北省中医

院曾在全国开设首家康复新冠患

者康复门诊，该院援沪医疗队队长

肖明中副主任医师在离开上海前，

留下了可行的居家康复建议。

返程的车辆行驶在夹道相送

的人群里，这一刻，有回家的喜悦，

有惜别的深情。谢谢你们，1501名

湖北省援沪医疗队队员，欢迎常来

上海！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