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强复工首日实地检查火车站商务楼

关键时期紧要当口
必须一严到底一控到底

本报讯 随着节后人员返

程、企业陆续复工，上海城市运
行逐步回归常态， 疫情防控到
了最复杂、最关键的阶段。 为了
确保上海这座城市始终安全 ，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及时找差
距补短板，把防线筑牢筑紧，把
工作抓实抓细。 连日来，市委书
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
分别前往各个道口、基层社区、
楼宇园区等防控一线， 既查工
作落实，又找问题不足，强调要
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建议， 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 有效解决基层
一线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 ，
更好凝聚形成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止战的强大合力。 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蒋卓庆、市政协主席
董云虎和有关市委常委、副市长
昨天再次分赴联系的 16 个区，
实地排查疫情防控的风险隐患，
及时总结基层好经验好做法，全
力帮助基层一线解决问题。市委
办公厅也派出工作人员明查暗

访各区确保企业复工复产和严

格基层社区防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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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 国务院应对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到会指导

各入沪通道须严防死守不漏一车一人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徐
晗） 记者昨日获悉， 为积极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影响，
提高职工抵御疾病风险的能

力 ， 市总工会下发 《关于做
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期

间职工互助 保 障 工 作 的 通

知》， 明确不增加任何参保费
用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列入

工会互助保障重大疾病范畴，
并开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保

障金给付 “特殊通道”， 采取
“先给付、 后审核” 的方式确
保保障金及时发放 。 不幸罹
患新冠肺炎的参保职工 ， 可
最 高 获 得特种重病保 障 金

90000 元。 职工欲知晓自己的
互助保障参保信息， 可登陆市
总工会官方微信 “申工社 ”，
进入 “服务大厅”， 点击 “互
助保障查询” 栏目查询。

重大疾病保障范围
均增新冠肺炎

“上海工会会员专享基本
保障 ” A 类 、 A+类 、 B 类 、
B+类； “上海工会灵活就业
会员专享基本保障”； 特种重
病团体互助医疗保障计划 ；
“综合保障计划”； 即将实行的

“ 上 海 职 工 互 助 保 障 项 目
2020” 的重大疾病的保障范
围， 均增加 “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

给付标准

“上海工会会员专享基本
保障” A 类 、 A+类保障的重
大疾病保障金的给付标准为

10000 元， B 类、 B+类保障的
重大疾病保障金的给付标准为

20000 元。
灵活就业群体工会会员专

享基本保障特种重病保障金为

10000 元。
特种重病团体互助医疗保

障计划， 每份医疗互助保障金
的给付标准为 10000 元， 特种
重病可参保 3 份， 最高给付为
30000 元。

综合互助保障计划 ， 其
中 A 类 、 B 类和 C 类共可
获保障金 10000 元 。 D 类可
参保两份 ， 最高可获得保障
金 20000 元 。 综合保障计划
保 障 金 最 高 给 付 为 30000
元 。

职工若顶额参保上述互助

保障计划， 最高可获得重大疾
病保障金 90000 元。

采取“先给付、后审核”
特殊方式

在保障金给付方面，将采取
“先给付、后审核”的方式以确保
保障金及时发放。 只要将盖有
区局（产业）工会公章的情况说
明传真至市职保会 （传真 ：
63604068），内容包括：参保单位
名称、参保编码、确诊职工姓名
及身份证号、确诊医院名称、确
诊时间。职保会（职保中心）就将
先行给付，将保障金直接划入参
保职工的上海工会会员服务卡，
有关病史核实工作置后处理。

延续半年互助保障参保、
给付的时效

此次还调整了防控疫情期

间有关互助保障参保、 给付的
时效，明确：参保单位因防范新
型冠状病毒而无法及时办理互

助保障相关续保手续的， 可在
保障期满之日后的半年内前往

市职保会办理，视作正常续保。
参保单位因防范新型冠状病

毒无法及时办理保障金给付申请

的， 在保障期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
的规定上，延长半年给付申请时限。

本报讯 昨天是上海企业

有序复工首日， 为了确保城市
运行安全和群众健康安全，不
能有丝毫的松懈麻痹， 必须一
严到底、一控到底。下午，市委书
记李强先后前往交通枢纽、商务
楼宇检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落实情况。 李强强调，越是疫
情防控关键时期、 紧要当口，全
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越要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
工作，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
一线高高飘扬。要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
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
最严防控、最实责任、最大努力，
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全力确保企业有
序复工复产。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采取党员干部带班值

守、组织党员突击队等形式，严
格进出站旅客测温筛查， 严格
入沪人员健康信息登记， 严格
公共场所消毒。 李强来到铁路
上海站指挥中心察看疫情防控

工作。这里除了铁路工作人员，
静安区、卫健部门、上海站地区
管委会办公室以及武警、 铁路
公安等派了专人值守。李强说，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现在的严格举措、 严格防控都
是为了这座城市安全运行、为
了市民群众安心生活。 大家站
在应对返程客流的最前线 ，要
进一步提振精神、坚守岗位、从

严管控， 坚决守住严防输入的
“铁路大门”。

疫情发生后， 铁路上海站
紧急安装了大型红外线非接触

式测温装置，形成健康登记、客
流疏导、体温监测、应急处置等
防控流程。 李强来到上海站东
南出口， 由铁路和属地共同组
成的党员突击队分兵把守，有序
引导出站乘客经由蛇形通道通

过体温监测区域。李强亲切慰问
一线值守人员，叮嘱有关负责人
要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细而又
细地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地落实。

静安高和大厦复工首日，9
家入驻企业经过审核有序开

工。 大楼门口设置了体温监测
点， 李强上前接受测温。 李强
说，随着各类企业逐步复工，严
防严控这根弦必须始终绷紧。
要坚持党建引领， 把党的政治
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
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

治优势。 更好发挥党建联建作
用，把街道、社区、物业、园区、
楼宇、 企业等各方力量统筹组
织起来，形成联防联控、群防群
控的强大合力。 全市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秉持“越
是艰险越向前”的坚定意志、顽
强斗志， 勇敢站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 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
严防死守、不留死角，为确保上
海始终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提供

坚强保证。
市领导于绍良、 诸葛宇杰

参加。

“新冠肺炎”列入
工会互助保障重大疾病范畴
不增加任何参保费用最高可获保障金90000元

用于胃热津亏，
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口臭、
口舌生疮 、齿龈肿痛 、咽干
口苦、胃灼热痛、肠燥便秘。

功能主治口
臭

可用 养阴口香合剂

功能主治：中医：清胃泻火 ，滋阴生津 ，
行气消积。 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
蒸所致的口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
干口苦，胃灼热痛，肠燥便秘。 O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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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实地排查
疫情防控风险隐患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晚举

行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深入分析我市疫情
防控形势，对做好当前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

压实。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
讲话。国务院应对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第九工作指导组到会指导。

会议听取全市当前疫情防

控工作汇报以及市领导联系 16
个区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通报。

会议指出，当前疫情形势仍

然十分严峻，必须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
更坚定的信心、 更顽强的意志、
更果断的措施， 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要在
前一阶段有力有序严格防控的

基础上，针对人员返程、企业复
工的双重考验， 进一步严密组
织 、严格措施 、严肃责任 ，一严
到底 、严防死守 、严防严控 ，切
实保障上海超大城市安全有序

运行， 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群众
安心定心生活。

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严
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认
真排查疫情防控工作存在的薄

弱环节。 各入沪通道必须严防
死守， 不漏一车一人。 公共交
通、 公共场所要强化依法依规
管理，做好消毒通风工作。 属地
防控包干制要实化细化， 街区
包干要加强小商小店小贩管

理 ，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 ；楼宇
包干要抓牢物业、督促企业，引
导楼宇共治共管； 楼组包干要
整合社区各类资源力量， 把门
守住、把人管好；村组包干要发

挥好党小组、村组长、志愿者作
用，把外来人员全部纳入视野；
市场包干要对属地各类商场 、
超市、菜场、批发市场等督促落
实防控措施。 企业复工复产要
有序有节奏， 坚持以防控措施
落实为前提，切实做到谁用工、
谁管理、谁负责，大力引导错峰
上下班、 弹性工作制、 居家上
班、远程办公、轮岗轮休。 细化
落实好帮扶企业的各项政策 。
防控物资要加紧保障， 扩大本
地产能、广辟外部渠道、精准调
度配给、优先保障一线、引导节

约使用。 责任要压实、监督要到
位， 通过明查暗访及时发现问
题、推动落实整改。

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舆论
引导和社会动员。 新闻发布要
准确权威， 主流媒体要更好发
挥作用， 让党中央和市委关于
疫情防控的重大决策部署家喻

户晓， 让基层联防联控的好做
法好经验和防疫抗疫一线的感

人故事深入人心。 要认真倾听
群众的意见建议， 及时回应社
会和市民关切， 凝聚起众志成
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