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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店小二”拿出政策“红包”

徐家汇街道联合六部门开启战“疫”直播

本报讯
（记者 王 洁 敏） 日前，
一群“店小二”来到徐家汇商圈“一网通
办”自助办理点，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徐汇
区六家政府部门的业务条线分管领导或
负责人，
“
店小二” 们在自助办理点共同
开启一场助力、 服务区内企业复工复产
的综合政策直播， 各自拿出了应对疫情
的政策
“
红包”。
受疫情影响，徐汇辖区内的企业或多
或少都面临一些和经营发展相关的新问
题。“
对于防疫物资重点保障企业，尤其是
小微企业有没有贴息政策支持？ ”
“
失业保
险金如何返还操作？ ”为更好地帮助企业
克服复工过程中的各类困惑和困难，作为
主办单位之一的徐家汇街道联合徐汇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
会、徐汇区财政局、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

税务总局上海市徐汇区税务局等六家部
门，共同推出综合政策战“疫”服务直播
间，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和困难提供分层
分类、精准施策的政策服务，举全区之力，
全面助力、服务企业稳步复工复产复市。
徐汇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
耀率先登场，介绍徐汇区惠企18条等相关
政策面上的情况，随后，区科委、财政局、
区人社局、市场监管局、税务局分别就各
部门制定的企业关注、 急需了解的政策、
资金支持及服务等细则作具体的讲解。 张
耀表示，徐家汇街道牵头委办局做政策解
读直播，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现在政
策很多，但企业的需求是个性化的，首先
要让他们知道这些政策具体有哪些内容，
要应知尽知，然后对接相关部门，做到能
享尽享。
来自区科委的“主播”姚萍，介绍了

徐汇高新技术企业辅导预约流程、 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扶持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条件以及评价指标。 在直播现场，她
还回答了企业在线提出的关于企业成立
时间满多少天才能申报高新企业， 以及
高新收入占比这两个比较具有共性的问
题。
此外，区市场监管局的法规科科长陈
洁就疫情期间简化延续换证手续作了解
读：食品经营、药品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延续换证时，若到期前日常监督
检查结果表明该单位主要生产经营条件
未发生变化且一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由
申请单位作出承诺，不再组织现场核查，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
为助力徐汇区特别是徐家汇企业的
复工、复产、复市，徐家汇街道营商服务中
心结合徐家汇地区楼宇企业较为共性、急

迫的需求和困难，组建了
“
4+1”战
“
疫”服
务团。 自2月26日起， 街道已先后推出了
“
金融、法律”两大战
“
疫”服务团。 金融战
“
疫”服务团直播后，共计160家企业提交
了资料申请，目前已成功放款金额1100万
元，已授信未放款金额近2000万元，预计
业务金额超过1亿元。 而法律战
“
疫”服务
团的三大
“
法”宝之一的
“
直播间”更是吸
引了25万人观看，其中单场最高观看人数
“
宝”：法律咨询热
超过了10万人，另外两
线和律师真人秀也已于3月19日正式上
线，为企业在疫情期间遇到的各类常见法
律问题提供
“
一对一”的精准解惑。
接下来，街道还将加强与中智上海的
合作，会同人力资源专家团队、专业机构
等社会力量就人力资源战
“
疫”形成服务
团队，助力徐汇企业在复工复产复市的路
上走得更快、更稳、更好。

城市速递

“开往春天的公交站”

静安共和新路街道老年协会关爱失能老人
开通24小时健康热线

最近，上海南浦大桥公交车站前的樱花盛开，怒放的樱花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观赏拍照，大家自觉戴
上口罩，拍摄这被誉为
“
开往春天的公交站”，感受这春暖花开、春意盎然的诗意。
图文 东方 IC

普陀交警开展复工后首次交通大整治

本报讯 近期，随着各行各业陆续复产复工，交
通流量较前段时间明显恢复， 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也
随之有所
“
回潮”。对此，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警
支队以智慧公安为牵引， 在前期开展综合研判的基
础上，根据
“
警力跟着警情走”的原则，结合交通大整
治常态化工作，全力以赴为市民提供安全、文明、有
序的交通出行环境。
对于行人违反信号灯、未走人行道、过马路未走
人行横道线等违法行为，民警坚持见违必究，同时依
托行人累进式警告执法系统，对初次、二次违法且情
节轻微的违法当事人处以书面警告， 第三次坚决处
罚，倡导广大市民严守法规，行安全之路。
对于非机动车违反信号灯通行、 逆向行驶以及
未按规定载货等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民
警始终保持
“
零容忍”态度，对非机动车违法行为开

展严厉整治管理，以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让交通
安全更有底气。
为进一步遏制残疾车非法客运现象的产生，民
警在上海西站、 轻轨站点以及商场周边等地区开展
了集中整治， 对从事非法客运的当事人一律暂扣车
辆处理，并强制要求违法当事人参加交通安全学习，
从而坚决取缔
“
五类车”非法客运。
对 于 近 期“回 潮 ” 现 象 尤 为 严 重 的 机 动 车 占
道违停行为，民警见违必究，实现了全天候全覆
盖执法，对违法停车一律予以贴报处罚；对于严
重影响道路秩序的违停车辆一律予以拖移，及时
还路于民。
警方提醒： 安全文明出行是每位交通参与者的
义务，让我们共同为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
通环境而不懈努力。

黄浦区成立“互联网党建联盟”
本报讯 黄浦区近日举办
“
互联网党建联盟”成
立暨互联网企业助力抗击疫情、脱贫攻坚活动。 区
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庆洲，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余海
虹，市委组织部、市委网信办相关领导，以及小红书、
众安在线、猎聘网、分众游戏、绿盟科技等区内互联
网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参加活动。
活动中发布了《关于成立黄浦区互联网党建联
盟的实施方案》和《2020年工作指引》。 黄浦区
“
互联
网党建联盟”签约成立，联盟LOGO同步揭牌。 首任
联盟轮值主席——
—小红书党支部书记、合伙人曾秀
莲向区内互联网企业发出党建倡议，各互联网企业

分享了战
“
疫”体会，相约用真诚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活动中还发布了
“
兴业讲堂·标记我的党课”互联网
党课项目。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小红书、众
安在线、猎聘网、分众游戏、绿盟科技等互联网企
业带头宣传发动、鼓励党员参与各类抗击疫情的
公益活动。 各企业发挥互联网技术优势，通过开
展公益直播、发起慈善捐赠、开发应对疫情互联
网产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开展疫情招聘专场、
提供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等各种渠道为抗击疫情
加油助力。

本报讯 疫情之下，为了给
辖区内失能老人的健康保驾护
航，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老年协
会
“
关爱失能老人”项目组的专
业机构——
—久龄健康服务组织
开通了24小时久龄健康热线咨
询服务，项目组医护人员放弃休
息，轮流坚守在热线旁，接听失
能老人家属的电话，接线医生详
细解答预防新冠疫情的注意事
项，远程指导老人在家里的健康
护理。
居民朱老伯因为脑血管疾
病住院治疗， 出院后在家疗养。
疫情期间老人感觉不舒服，又不
敢去医院，家人求助久龄健康热
线。 由于老人年事已高，描述不
清，久龄健康的傅医生决定亲自
上门作详细了解。 他戴好口罩、
护目镜、帽子、鞋套等全套防护，
来到老人家中， 仔细了解情况

后， 认为老人并无健康风险，在
关照了后续的处理意见后，作了
康复训练指导，叮嘱老人观察两
天，如有问题可及时联系，几天
后回访老人已无不适。
盛源家豪城的杨老伯长期
卧床， 其老伴自除夕开始就牙
疼，由于医院口腔科停诊，老人
无奈之下求助久龄健康热线。接
线医生详细询问之后，给予了可
行的诊疗方案，而且社区药房就
有此类治疗药物，同时告知服药
后起效的时间，事后在回访电话
中，老人开心地告诉医生，服药
当晚牙疼就好转。
疫情发生后，
“
失能老人关
爱”项目组在线上解答各类健康
咨询问题34次， 上门服务行动
不便的老人23次。 通过服务热
线这根纽带，把为老服务做到了
失能老人的心坎里。

浦东三林启动双职工子女配餐服务
本报讯 “
贝尔， 午饭来
啦。”日前，三林镇金苹果花园居
委的工作人员敲开房门，把一份
午餐递给了独自在家的初中预
备年级学生贝尔。
如今，企事业单位逐步复工
复产，学校还未恢复正常上课，
双职工子女的午餐问题成为不
少家庭的困扰。 外卖小哥无法
进入小区，子女外出拿快递家长
又不放心，怎么办？ 三林镇想到
了3月初，针对刚需老人（独居、
残疾、行动不便者）恢复的用餐
配送服务。“
老年配餐企业都有
严格的食品安全规范和完善的
送餐流程，何不让这些企业为双
职工子女也做一份学生餐？ ”这
样的设想很快变成了现实。 3月
16日起， 三林镇正式开启双职
工子女配餐服务，目前用餐需求
为每天28份。
贝尔拿到的午餐十分丰盛，
菜品有炸猪排、五彩鱼米、清炒
豇豆，另外还有米饭、水果和酸
奶。“
今天的炸猪排很好吃！ ”贝
尔表示，父母平时上班，之前为
解决她的午餐问题，父母会在前

一天做晚餐时多做一些，让女儿
第二天中午用微波炉加热了再
吃，
“
加热的饭菜口感没有现做
的好吃”。
“
我们保证，午餐送到学生
手里时，还是热乎的。 ”据三林镇
老年配餐供应商上海缘源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三林区域负责人
姚结顺介绍，学生餐的食材都是
当天早上采购的， 一般9点半左
右开始餐品的烹制，10点完成打
包和装箱，然后按路线依次配送
至各小区门口。 居委工作人员拿
到餐品后，会第一时间送到小朋
学生餐是和老年餐分
友家中。“
开烹制的，菜品更符合小朋友的
口味。 我们会根据小朋友的反
馈，及时调整。 ”姚结顺说。
我们特别关注食品安全问
“
题。 ”三林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主任孔佑蓓表示，企业对配送餐
品的全流程都进行了严格监管，
每日工作前、工作中、工作结束
后，还会检测并记录员工的体温
情况，确保员工的健康，并严格
制定厨房防控措施和外送餐防
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