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
璐影） 记者从 2 月 7 日举行的上
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 在申城目前发现
的 45 起聚集性疫情中，家庭聚集
性疫情有 38 起，占 84%。 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再次提醒广大市民 ，
疫情防控期间， 不要组织和参加
亲友之间的聚会聚餐。

确诊病例小区
均已告知当地

2 月 6 日 0-24 时， 上海新增
确诊病例 15例。 发布会上，市卫生
健康委新闻发言人郑锦通报了 2
月 6日确诊病例涉及区域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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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锦表示， 前段时间对已查

明的密接者已全部隔离医学观

察， 对已有确诊病例的小区都已
告知当地，并且落实相关措施。

45起聚集性疫情中
家庭、亲属聚集达38起

据介绍，截至 2 月 6 日，上海
共发现确诊病例 269 例， 报告聚
集性疫情 45 起 ，其中家庭 、亲属
聚集 38 起 ，单位同事 3 起 ，混合
（家庭、 亲属和单位同事都有 ）3
起，旅友（同一航班）1 起。

目前， 所有确诊病例都集中
收治在定点医院治疗。 所有与确
诊病例有关的密切接触者， 都由
区疾控中心组织实施了集中隔离

观察或居家观察； 由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务人员开展每天 2 次的
医学观察，测量体温和询问症状；
一旦发现密切接触者中有异常情

况，由医疗机构实施隔离治疗，确
诊后转送至定点医院收治。

确诊病例的居住点，由区疾控
中心根据规范要求进行病家消毒；
病例所居住的小区由所在区的街

镇落实环境整治和预防性消毒。
在疫情流行期间， 希望市民

朋友减少外出， 不举行家庭聚会
聚餐，不去人群聚集、环境密闭的
公共场所。 同时，也希望在沪的市
民朋友，能劝阻外地的亲戚朋友，
在目前阶段不来沪。

市民如发现相关情况， 可及
时拨打市民服务热线 12345 或上
海卫生热线 12320 反映。

市卫健委也提醒广大市民，曾
前往重点地区的返沪人员应关注

自身健康， 自觉接受隔离医学观
察，避免与他人进行接触；市民朋
友如有重点地区来沪的亲友，应第
一时间劝导其接受隔离医学观察。

同时，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可在
家中安排独立房间，家庭内其他人
员做好防护， 避免近距离接触，家
庭内做好消毒；如无法做到在独立
空间开展居家医学观察的，可主动
联系社区居委安排集中医学观察。

1起家庭聚集性疫情
涉及本市5例病例

发布会上， 郑锦还介绍了一
起奉贤区家庭聚集性疫情。 据悉，
本起家庭聚集性疫情涉及本市 5
例病例。

1 月 27 日， 奉贤区社区人员
上门排查中发现， 该社区中一户
人家中共有 4 人出现发热咳嗽等
症状。 经调查，其家中儿子有武汉
相关流行病学史，曾于 1 月 13 日
至 17 日在武汉出差，并于 1 月 19
日出现乏力等症状。 儿子、儿媳、
孙女一家三口还曾于 1 月 24 日
至 27 日在杭州探亲。

此后，该家庭中的父亲、母亲、
儿子、儿媳、妹妹被确诊。 孙女以及
杭州的亲属共 7 人作为密切接触
者，目前正在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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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采取临时性应急管理措施

上海首次公布确诊病例涉及区域场所
45起聚集性疫情中，家庭聚集性疫情占84%

■劳动报首席记者包璐影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决定》

本报讯 （劳动报
记者 叶佳琦 ） 2 月 7
日上午，上海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

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
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力

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决定》， 规范了
上海市行政区域内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的有关活动

及其管理，包括防控的
总体要求、政府相关职
责、单位和个人权利义
务以及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等内容。《决定》是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针

对即将到来的大客流

集中返程的关键阶段

采取的一项紧急立法，
是在特殊时期的特别

规定，依法支持并授权
政府采取必需的临时

性应急管理措施，具有

优先适用的法律效力，
有助于针对上海超大

城市实际，为政府落实
最严格的防控措施及

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决定》明确，上海

市疫情防控工作遵循

依法依规、科学防治 、
精准施策、有序规范 、
联防联控 、 群防群治
的原则。 《决定 》对单
位和个人违反法律法

规和《决定》的各类法
律责任作了规定 ，明
确 了 个 人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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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等行为 ， 除依法
严格追究相关法律责

任外 ， 有关部门还可
以将其失信信息依法

归集到上海市公共信

用信息平台 ， 并采取
惩戒措施。

本报讯 2 月 7 日上午， 上海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

议表决通过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
记者从当天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该 《决定》 的出台目的在于
贯彻 “依法防控” 的要求， 依法
支持并授权政府采取必需的临时

性应急管理措施。
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阻击战是关系全市人民生命

健康安全的大事。 发布会上， 据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

伟介绍， 在各类人员大量集中返
沪、 企业集中复工的重要时间节
点和 “防输入 、 防传播 、 防扩
散” 的关键阶段， 市人大常委会
作出本 《决定》， 目的在于贯彻
“依法防控” 的要求， 依法支持
并授权政府采取必需的临时性应

急管理措施， 为政府落实最严格
的防控措施， 确保中央和市委关
于疫情防控重大部署落实落地提

供法治保障。
丁伟表示， 市人大常委会此

次作出的 《决定》 是借鉴上海防
治 “非典” 时期和筹办世博会期
间的有效做法， 属于特殊时期的
特别规定， 《决定》 依法支持并

授权政府采取必需的临时性应急

管理措施， 具有优先适用的法律
效力， 有助于针对上海超大城市
实际， 为政府落实最严格的防控
措施及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据丁伟介绍， 根据传染病防
治法、 突发事件应对法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 《决定》 对违反疫情防
控相关规定依法应承担的刑事 、
民事责任， 行政处罚及信用惩戒
等事项作出了规定。

《决定》 规定： 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 任何单位和个人， 违反
有关法律法规和本 《决定 》， 由
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

罚； 给他人人身、 财产造成损害
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构成犯
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悉， 《决定》 按照市委的
要求， 针对本市当前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中政府相关

职责、 单位和个人权利义务以及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重点
规范三个环节， 一是针对各类人
员大量集中返沪、 企业集中复工
的情况， 要求相关部门加强道口
筛查 ， 把好 “防输入 ” 的进口
关； 二是加强 “社区管控 ”， 明
确疫情防控应当发挥群防群治力

量， 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作用， 明确社区属地责任， 落
实 “防输入、 防传播 、 防扩散 ”
的联防联控机制； 三是要求各级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强化对定

点医疗机构、 集中隔离场所等重
点部位的综合管理保障工作， 全
力维护医疗、 隔离秩序， 积极提
高科学救治能力。

据介绍，《决定》 重在疫情防
控过程中各项管理措施的 “管用
有效”，规定：市人民政府可以在
不与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相抵
触， 不与本市地方性法规基本原
则相违背的前提下，在医疗卫生、
防疫管理、隔离观察、道口管理、
交通运输、社区管理、市场管理 、
场所管理、生产经营、劳动保障、
市容环境等方面， 就采取临时性
应急管理措施， 制定政府规章或
者发布决定、命令、通告等，并报
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决定 》 同时规定 ，市 、区人
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在必要

时向单位或者个人征用应急救援

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
和其他物资， 并依法予以归还或
者补偿。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当加大统筹力度， 优先满
足一线医护人员和救治病人对应

急救援物资的需要。 各相关部门
应当创新监管方式， 优化工作流
程，建立绿色通道，为应急救援物
资的供应和使用以及应急救援工

程建设等提供便利。 市、 区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防控工

作中相关单位遇到的困难及时提

供帮扶， 有效解决相关问题。

个人隐瞒疫情
将列入征信黑名单

本报讯（劳动报首席记
者 包璐影 摄影 王陆杰 ）
在 2 月 7 日举行的发布会
上，市商务委表示，市民无
需再囤菜， 本市蔬菜批发
量每天可达 4500 吨。同时，
其还将拓展生鲜电商用工

渠道， 以此缓解因为订单
增加而出现的用工荒。

据来自批发市场数据

显示， 蔬菜、 猪肉供应平
稳，供应量大于需求量。 本
市蔬菜批发量每天在 4500
吨左右， 每天交易结束后
保持 5000 吨至 6000 吨左
右周转量， 可动态供应市
场 。 猪肉批发量每天在
5000 头以上， 交易结束后
仍有余货， 可以满足消费
需求。 目前，各区菜市场摊

位开工经营逐步恢复 ，蔬
菜摊位开工率在 80%以上。

生鲜电商平台方面，主
副食品供应货源充足 ，价
格保持稳定， 能够满足市
民需求。 据盒马、叮咚等电
商企业反映， 平台多渠道
加强与上游供应商合作 ，
推动企业抓紧复工， 利用
物资保障绿色通道， 保障
生活必需物资供给。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目

前部分电商企业存在的因

为订单增加而出现的用工

紧张问题， 市商务委副主
任刘敏表示， 相关部门也
在积极协调盒马鲜生 、叮
咚买菜、 食行生鲜等电商
企业与目前部分歇业的餐

饮企业对接。

每天批发4500吨蔬菜

申城市民无需再囤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