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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徐晶晶冤面对当前最严峻的
疫情防控形势与考验，东方美谷集团坚决贯

彻落实区委工作部署，动员园区各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坚定“共产党员先上”的政治

自觉，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支援抗疫一

线工作，参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

集团党委迅速行动驰援一线

东方美谷集团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

工作严峻形势，第一时间成立由集团领导班

子成员组成的疫情防控临时指挥部，形成党

委牵头主抓、党委书记靠前指挥、班子成员

冲锋在前、党员干部守土有责的履责链条，

全面压实各级企业主体责任，从严从紧从快

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同时为企业、建筑工地

和城市运行保障部门提供精准服务，满足闭

环管理的防疫和日常生活需求。

截至 4月 26日，已对园区内企业及建

筑工地开展 18轮近 12万人次的核酸检测。

由党员突击队为主体的疫情防控志愿者应

急队伍分成 10个小组下沉到园区各企业，

排摸在企人数，掌握防控底数，并 24小时轮

班值守，确保园区疫情防控形势平稳可控。

基层党组织披坚执锐勇挑重担

园区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们积极

响应号召，统一思想，凝聚干劲，纷纷落实

“双报到”要求。他们坚持“四带头”，亮身份、

作表率，主动到社区认领任务，参加防疫工

作，穿梭在各个社区、巷口、村居和楼道，奔

跑在协助核酸检测、物资配送、社区维护的

一线。他们冲锋在前，积极作为，争做战“疫”

先锋，让党旗在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广大党员闻令而动主动担当

东方美谷集团全体党员积极响应中共

上海市委发布的《致全市共产党员的公开

信》，主动向集团党委请缨，报名加入支援队

伍，随时准备出征抗疫第一线。他们有的坚

守在园区抗疫一线，有的奔波在社区防疫一

线。没有休息的值守和兼顾家庭的劳累反而

坚定了他们抗疫的决心。面对号召，党员们

做好准备、挺身而出、不惧万难、主动担当。

亮身份 见行动 作表率

东方美谷核心区党员职工奋勇当先投身抗疫

本报讯 渊张韵哲冤近日，区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培荣赴东方美谷核心

区开展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督导。区人大常

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包蓓英，区人大

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周斌参加督

导。东方美谷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如

意，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袁飞陪同。

张培荣强调，必须要坚定不移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严格履行“四方责

任”，坚持做到“防输入、防反弹”和“早发

现、早隔离”，全力加强对园区复工复产企

业的服务、指导和帮助。同时，他希望复工

复产企业也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补齐工

作“短板”，确保疫情防控和企业运营实现

“两手抓、两手硬”。张培荣还向连日来奋

战在园区抗疫一线全体志愿者表示慰问。

4月 20日、24日，张培荣调研督导园

区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他先后听取

02 基地项目建设情况、伽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复工复产相关情况，以及药明生

物项目工地管理与疫情防控情况。前往高

丰路“满天星”核酸检测采样点慰问一线

的医务人员，并检查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复工复产情况。

张培荣赴东方美谷核心区开展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督导

本报讯 渊聂 娇冤在做好园区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东方美谷集团以“亮妈

妈”服务品牌，积极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

复工复产工作推进会议要求，有力有序有

效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4月 18日，集团党委召开企业复工复

产工作部署会议，明确责任分工，细化措施

任务。经过深入分析研判，集团党委制定《上

海奉贤经济开发区生物科技园区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指引》《复工复产现场检查表》《人

员进出表》等。成立复工复产专项检查小组，

联合集团各职能部门为企业开展“点对点”

“一对一”的东方美谷“亮妈妈”式服务，为企

业安全复工复产筑起“红色屏障”。

在园区防疫过程中，集团纪委高度重

视，会同复工复产专项检查小组开展联合

督查。紧盯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关键节

点，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地落实，以强有

力的监督推动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连续两日，复工复产专项检查组对企

业在落实主体责任、场所分区分类管理、企

业员工管理、物流管理和防疫物资储备、应

急处置预案、工作保障等 20项要求逐条检

查。通过现场查看企业台账及对重点场所

的实地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21个问

题，责令要求限时整改，从而牢牢压实企业

责任，全力保障企业生产防疫安全。

集团提前对符合复工复产要求的企

业摸底排查，提前申请车辆通行证，为企

业返岗人员走出社区、闭环生产提供有力

保障。并指导企业严格落实防疫专人管

理，加强生活物资保障，打通应急物资供

应渠道，稳定上下游产业链，为企业复工

复产保驾护航。

据悉，东方美谷已有序推进 44家“白

名单”企业复工复产，后续集团将继续切

实扛起主体责任，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把

疫情耽搁的时间抢回来，助推区域经济平

稳运行。

“亮妈妈”服务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东方美谷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日期

3月

1-3月

同期对比

409.31%

286.76%

纳税户数

5775

13848

新增纳税户

306

2206

税收总额

22612.77

144789.04

增值税

12548.31

59879.83

其 中

企业所得税

276.63

43248.4

个人所得税

3989.38

30663.11

单位院户/万元

地方级税收总额

9579.39

43280.05

同期对比

173.15%

109.05%

引进户数

2078

4819

同期对比

73.21%

79.40%

同期对比

183.33%

107.53%

同期对比

128.85%

82.04%

本报讯 渊顾 楠冤4 月 26 日，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东方美谷集

团召开“云上晨会”———东方美谷专

场，围绕集团拟出让、拟开工、拟竣

工项目进行逐一对接、集中研判，协

调解决影响项目建设进度的难点问

题，进一步助力东方美谷相关产业

项目早日开工。

区规划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陶建兴主持会议，东方美谷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周如意，集团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袁飞，区规划资源局调

研员、区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区土地

征收中心主任邢继光出席会议。

陶建兴表示，区规资局将全力

保障东方美谷重点项目的审批流程

通畅，跨前服务，并联办理，在征询

相关部门意见的同时，先行启动相

关审批程序，为东方美谷重点项目

早开工做好服务保障。同时，建议集

团抓紧完成土地出让前相关手续，

尽快完成方案设计、启动土壤检测

工作，高效推动项目早日完成核准

并开工建设。他还针对中车全球电

车中心、上生所行政楼、多宁生物、

瑞吉康等项目的难点问题一一进行

解答。

周如意表示，下一阶段，集团将

强化主动意识，尽心竭力为园区企

业出实招，协助加快项目方案设计、

手续申报，做好相关审批部门的沟

通协调工作，助推项目尽快落地、开

工。同时，将进一步加快推进土地收

储进度，按照新城发展要求，腾笼换

鸟，切实提升区域开发品质和产业

水平。

“云上晨会”
助力产业项目
早日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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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严峻的疫情防控战场上袁 东方美谷的全体
员工勠力同心袁 尽锐出战袁 展现了美谷人的责任和担
当遥 男同胞冲锋在野疫冶线袁女同胞当仁不让撑起半边
天曰青年团员们挥洒青春写辉煌曰野两新冶党组织让党旗
在野疫冶线飘扬曰退役战士们犹如听到冲锋的号角袁再次
出征曰直管企业勇于担当袁彰显社会责任遥 让我们听听
他们的心声要要要

音品牌发展部 杨梅花院
不同的时代袁不同的野战役冶浴 不同时

期袁共产党人的坚定意志不变袁初心使命不
变遥我们一起携手袁共同阻击遥守护城市袁保
卫人民袁我们一直都在遥

音企业服务部 方连英院
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里袁 让居家办公的

女同胞和美谷的男同胞一起舍小家袁 为大
家遥 深刻感受到只有中国大家庭的平安稳
定袁才有小家的安逸温馨遥

音贤商投资 俞翁至院
这世上可能确实没有超级英雄袁 不过

是无数野小家冶凝聚力量袁为野大家冶发光发
热袁萤虫汇成星河遥 无论是园区尧企业尧社
区袁美谷人时刻都在浴

音奉浦科创 杨利华院
在上海市全员核酸的那天袁 东方美谷

集团男同志们凌晨零点开始组织辖区内企

业职工做核酸检测袁冲锋在抗疫第一线袁美
谷女同志在后方全力保障集团工作有条不

紊遥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尧众志成城袁就一定
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大仗硬仗浴

音党群人事部 张妙磊院
抗击疫情袁美谷人义不容辞袁社区服务

从我做起遥 与大家共同守野沪冶袁美谷必胜袁
奉贤必胜浴 上海必胜浴

音企业服务部 胡美荣院
虽没能穿上隔离战袍与一线的兄弟姐

妹共同抗疫袁但我的心永远与战友们一起袁
第一时间参加所在社区志愿者队伍袁 多次
协助居委努力做好社区服务袁 为抗疫做出
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担当和努力遥

音商管公司 吴晶晶院
身与有爱的白衣天使一起袁 奋斗在社

区一线袁心与美谷的男同志们一起袁战斗在
园区抗疫一线袁众志成城袁齐心抗疫袁加油浴

音企业服务部 李晶院
美谷人从未放弃袁 集团的男同志们集

中力量奔走在园区抗疫一线袁 撑起了园区
抗疫大旗袁 女同志们散落在各自社区继续
发光发热袁困难总会过去袁让我们一起静待
春暖花开浴

音奉浦科创 顾佩华院
一片野美谷蓝冶冲锋在前线袁一抹野志愿

红冶发光在社区遥在烈日下袁在汗水中袁履行
对党的誓言袁惟愿万物可期袁山河无恙袁人
间皆安遥

音战略与投资风控部 王雨卉院
感动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袁 没日没

夜地冲锋在抗疫一线曰 感动社区工作人员
不辞辛劳坚守岗位袁 用行动为群众生活提
供保障曰 感动身边一直坚守在园区抗疫最
前线的同事们遥

音招商服务部 徐慧院
同心抗疫袁守野沪冶有我袁疫情当前袁我

们美谷人义不容辞驰援一线袁共抗疫情袁共
克难关浴

音企业服务部 孙金诺院
虽无法像野美谷蓝冶一样日夜坚守在抗

疫一线袁但我积极参加社区志愿者袁将野美
谷蓝冶的精神传递下去浴同时也深刻体会到
了基层工作人员的不易遥

音奉浦科创 朱晓霜院
我们的城市野生病冶了袁但是她并不孤

单遥 因为有一群野超人冶在社区及工作岗位
上穿梭着袁口罩勒红了他们的脸颊袁汗水湿
透了他们的衣服袁手套皲裂了他们的双手遥
向最美的逆行者们致敬浴

巾帼篇

撑起半边天
青
春
篇

钻青
纂尽
全
力
共
战
钻疫
纂

方帅斌院
野借问瘟君欲何往袁 纸船明烛

照天烧冶袁我既有信心更有恒心袁现
在只需要满含希望的再坚持尧再奋
斗遥

陶绪言院
冲在一线成为野大白冶袁深刻感

受到了其中的辛苦和不易遥 任务一
到就要出发袁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遥
疫情当前袁 年轻一代会用担当和责
任来撬动战胜疫情的天平遥

顾 楠院
作为青年突击队的一员袁 我感

受到了大家齐心抗疫的战斗决心和

随时待命的精神状态遥 同时我也看
到了医护人员的恪尽职守袁 和人民
群众的积极配合袁大家合力抗疫袁众
志成城袁黎明的曙光已悄然升起遥

李伊健院
当穿上野大白冶的那一刻袁我义

不容辞遥 我们用实际行动垒筑起疫
情防控的牢固城墙遥

东方美谷集团野两新冶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充
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袁挺身而出尧硬核担
当尧迅速行动袁全力支援抗疫一线遥

音伽蓝渊集团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赵数煜
 我义无反顾加入抗疫志愿者队伍遥 这是我第一

次做志愿者袁也第一次穿上野大白冶遥 奉献担当袁全力
助力疫情动态清零袁就是我最大的信念浴

音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 刘旭东
 疫情当下袁 通过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帮助身边
的人减少一些焦虑尧多一些方便袁让他们对野疫情后
的春天不再遥远冶多一份信心袁正是我作为一名基层
党员应该做到的遥

音大山合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李宏岩
 第一次如此直面疫情并积极投身疫情防控一

线遥作为一名党员袁我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党员的良好
精神风貌和责任担当遥

音上海之景市政建设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党支部 叶
雷

 积极响应号召袁 发动支部党员第一时间向所在
居委报到袁迅速投入到社区遥我坚信袁只要万众一心尧

众志成城袁就能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遥

音上海海潮投资管理渊集团冤有限公司党支部 朱凤
 记得有一次分发物资袁我累到腰都直不起来袁但

当看到居民拿到物资后露出笑容的那一刻袁 感到一
切都是值得的遥

音东方美谷党员服务中心党支部 张明明
 白色防护服穿在身上 5分钟就暴汗了袁 我深感

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和不易遥 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
力下袁可以早日复工复产袁恢复正常的生活遥

音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 占德国
 楼组长尧楼栋微信群群主尧买药志愿者袁这是我

在社区的新身份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中袁我就
是一块砖袁哪里需要哪里搬遥

音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 徐宇红
 物资发放尧抗原检测试剂收发尧日常生活垃圾收

集清运噎噎我深感基层抗疫工作的繁冗复杂袁 也收
获了满满的感动遥

音上海轩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程国庆
 叮咚袁手机响了袁凌晨 1点 11分志愿者微信群

里发出通知院早上 5点半集合布置场地袁小区全员核
酸检测噎噎在没有硝烟的战场袁 我们是最勇敢的逆
行者遥

音上海澄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 陆强
 面对疫情袁没有旁观者袁没有局外人曰散是满天

星袁聚是一团火袁我们必将赢得胜利遥

音上海澄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党支部 顾耀忠
在抗疫服务工作中袁 我化身小区最后一百米的

野搬运工冶袁为小区居民送去方便与温暖袁是我最大的
收获和骄傲遥

音上海上创超导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 吴康
 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袁 只有挺身而出的

凡人袁 哪里最吃紧袁 哪里就要体现共产党人的担
当遥

音沈春结 集团规划建设部
  在部队我们守卫的是祖国尧是人民袁而现在我又站在
新的战斗岗位上袁 和所有奋战在抗击疫情战线上的同志
们袁一起打响健康保卫战袁一起迎接胜利的到来遥

音孙巍 集团下属直管企业金汇建设公司
  在抗疫的 24个日夜里袁核酸检测采样尧抗原检测试剂
分发回收尧点位值守尧搬运物资尧企业需求统计袁哪里有需
要袁我就奋斗在哪里袁只为早日打赢清零攻坚战袁尽一名退
役军人的责任和义务遥

音李彬 集团综合管理部
  我和队员们每天和太阳抢时间袁 和月亮比耐力袁顺
利地完成每一个在建工地的核酸检测尧防疫防控等各项
工作遥

音陈晓翠 集团战略与投资风控部
  发放物资和抗原检测试剂尧维持核酸检测秩序尧成为团
长采购物资尧 完成小区物资清洁消杀噎噎和所有志愿者一
起袁只为让小区环境更加安全袁让居民生活可以更加安心遥

音屠强 集团品牌发展部
  野退伍不褪色冶遥近一个月袁我主动加班加点袁每日通知
重点企业核酸或抗原袁做好重点点位的值班工作等曰灵活
运用在部队的经验袁顺畅引导采样流程袁确保各环节高效尧
有序遥

音俞正阳 集团党群人事部
  在点位值守岗上袁有我们的地方就是一座哨岗曰在核
酸检测现场袁有我们的地方就是安全屏障遥 只希望我们所
有的努力袁能换来园区企业每一位职工放心和安心遥

音夏春强 集团规划建设部
  在这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袁我化身野大白冶参与园区防
疫工作遥 我值守过封控企业尧送过抗原尧扫过核酸码尧接
送过企业人员前往指定的核酸检测点袁 也参与了奉贤

02基地的建设遥

音吴振伟 集团综合管理部
 核酸检测现场尧抗原试剂发放袁前线在哪里袁我就奔向

哪里曰物资运输尧防疫安全检查袁哪里最辛苦袁我就值守在
哪里遥 戎装虽脱袁军魂仍在遥

音陈辉 上海奉浦现代农业科技创业有限公司
 我化身为 野大白冶野配药侠冶野保安冶野外卖小哥冶野搬运

工冶袁 积极参与核酸检测志愿服务尧 抗原检测材料分发回
收尧检测指导和统计等工作遥我们的精神永不褪色袁我们的
热血永不褪减遥

音吴思源 上海奉浦现代农业科技创业有限公司
 从核酸检测服务到抗疫物资运送再到防疫安全检查袁

在疫情防控前线亮出野疫冶不容辞的军人本色遥从野迷彩绿冶
到野美谷蓝冶袁我卸下军装袁但军魂依旧遥

音毛叶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我义无反顾地前往抗疫一线袁 时刻以军人铁的纪律尧

党员钢的意志要求自己遥 积极保障公司的消防安全袁让
野疫冶场上冲锋陷阵的野战友们冶无后顾之忧遥

音徐涛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有限公司
 我积极协调防疫物资袁 维持核酸检测现场人员秩序曰

陪同采样医生上门采样等各项工作遥作为军人要发挥钢铁
般的意志袁作为党员要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遥

音祝焱波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有限公司
 卸下戎装志不改袁 我主动投入到社区的防疫工作中

去遥 在这熟悉又陌生的抗疫场上袁我只知道身上的迷彩在
燃烧袁心中的信仰在升起遥

音鲍峰立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
责任公司

 一朝入伍袁终身是兵遥 我是军
人袁必须不计付出曰我是党员袁
必须初心不改遥 无论在何时尧
何地袁 当祖国需要我时袁我
将毫不犹豫地说 野我愿
意冶遥

退役军人篇

军魂依旧野召必回冶
野两新冶篇
挺身而出显担当

要要要4月袁让我们见证一个个逆行的美谷人



4 文苑风景

本报讯 渊程 伟冤近日袁一家专为东方美谷核心
区金笋科创城住户服务的野满天星冶便民超市火速
登场遥

封控管理给金笋科创城住户们的生活带来诸多

不便遥 为最大限度保障住户们基本生活需求袁杜绝网
购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袁 金笋科创城想住户所想袁多
方奔走袁搭建简易货物架和帐篷袁组织联系商家团购
对接袁即刻营业袁最终让野满天星冶便民超市落地遥

超市个性化推动 3类野套餐冶袁荤素时蔬袁主副食
品搭配得当袁且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实时更新遥 另日用
品尧调味品尧大米尧食用油等提供零售袁给住户们多重
选择遥 野以后不用定闹钟每天早起抢菜了袁太好了冶住
户吕先生拎着从便民超市采购到的生活物资袁脸上露
出了满足的笑容遥

“满天星”便民超市

落户金笋科创城

2022年 4月 30日 星期六

东方美谷集团关于进一步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减免房屋租金的公告

各承租人院
根据市国资委 叶关于印发上海市

国有企业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房屋租金实施细则的通知曳渊沪国资委
规 也2022页1号冤尧叶市国资委关于进一
步做好上海市国有企业房租减免工作

的通知曳渊沪国资委规划也2022页86号冤
文件精神及区国资委工作要求袁 集团
近期将开展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房屋租金工作袁具体情况如下院

一尧实施主体
集团本部及全资尧控股子公司

二尧适用对象
承租上述主体自有经营性房产

及使用权房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渊以下简称野最
终承租方冶冤遥 其中袁小微企业参照叶统

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渊2017冤曳叶关于印发掖金融业企业划型
标准规定业 的通知曳渊银发也2015页309
号冤尧 小微企业名录 http://xwqy.gsxt.
gov.cn/划分标准认定曰个体工商户是
指营业执照登记类型为 野个体工商
户冶的经营者遥

三尧租金减免标准及方式
1尧减免期限
按照文件精神袁 对 2022年承租

房屋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无需

提供受疫情影响的证明材料袁凭租赁
合同等必要材料袁经审核后袁可以免
除 2022年 6个月租金袁 其中 2022年
租期不满一年的按比例免租遥

2尧减免金额
免租金额以租赁合同为准袁不包

括物业费尧停车费等管理费用曰每月

租金不一致的袁 由租赁双方协商确
定曰租赁合同已涉及免租尧优惠租金
等情形的袁 以实收年租金计算减免
额袁或由租赁双方协商确定曰存在转
租情形的袁实施主体以实收年租金计
算减免额遥

3尧减免操作方式
渊1冤采用直接免除尧从后续租金中

抵扣或者返还等方式实施房租减免遥
渊2冤存在转租行为的房屋袁转租

方不享受本次房租减免政策袁最终承
租经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享

受本次房租減免政策遥

四尧申请与受理
1尧符合减免条件的申请人需提交

的材料院免租申请书渊详见附件冤尧承租
人与房产所属企业或转租人签订的租

赁合同尧承租人营业执照副本尧小微企

业证明材料及其他必要的材料遥 申请
人提交的材料均须加盖公章遥

2尧受理方式院包括网络受理和现
场受理袁 申请人可自公告发布日起袁
将所列材料原件现场提交至集团或

将原件扫描件发送至集团指定邮箱遥

五尧咨询与监督
联系人院左老师
联系方式院13120759669
电子邮箱院825188772@qq.com

六尧其他事项
具体执行过程中如遇市尧区国资

委政策调整的袁本集团对上述事项做
相应调整遥

东方美谷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7日

本报讯 渊胡美荣冤疫情发生以
来袁生物科技园区商会会员企业积极
响应市尧区和集团党委号召袁有的捐
赠物资袁有的组织员工主动担当志愿
者袁 有的协助政府开展核酸检测服
务袁积极投身抗击疫情最前线袁充分
彰显了时代担当尧社会责任遥

伽蓝集团向医护人员捐赠柏芙

妍舒缓保湿修护霜 7500支尧 柏芙妍
水润平衡保湿霜 3600 支 野美丽物
资冶袁 缓解了基层大白长时间佩戴口
罩带来的面部过敏尧红肿长痘尧破皮
等野口罩脸冶问题袁为最美逆行者护
航曰 华昌集团捐赠 25000份水果尧食
品尧牛奶和口罩等防疫物资袁雪榕生
物捐赠 800份即食产品袁妈咪全知道

捐赠 12040盒菌小宝益生菌袁富泽新
记捐赠咖啡饮品 15000份袁丰科生物
捐赠菌菇产品 1200份袁 为抗疫人员
提供饮食尧健康保障曰慧渡医疗为抗
击疫情提供最专业的检测服务袁提升
了区域核酸检测能力噎噎在这场全
民抗疫中袁园区企业积极履行自己的
社会责任袁奉献爱心袁为可敬的野大
白冶们保驾护航袁持续传递企业真情袁
彰显抗疫大义遥

园区企业华昌集团尧石油化工交
易中心尧莱士血液尧塞翁福尧奉贤水利
建设等数十家会员单位袁要求本单位
党员带头站出来尧顶上去尧扛起来袁到
所在村居防疫重要岗位报到袁积极投
身抗野疫冶行动袁战斗在基层抗疫最前

线袁以实际行动诠释使命担当袁凝聚
起新时代园区商会磅礴力量遥

睿昂生物旗下的思泰得实验室

以超高强度精准检测各方源源不断

送来的样本遥 疫情爆发以来袁睿昂生
物董事长熊慧组织 60 余位精英团
队袁快速进驻公司检测一线袁紧急启
动 24小时人员不离岗尧16小时连续
工作尧8小时轮换休息尧 人停检测机
器不停的超强度工作机制袁助力上海
防疫遥

丰科生物总经理张文宏在第一

时间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袁除了捐赠菌
菇食品以外袁更是加大马力抓紧生产袁
全力保障市民菜篮子的充足供应袁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出一份力遥

园区企业携手作战温暖前行

本报讯 渊朱晓霜冤在这场疫情防控
大仗硬仗面前袁 上海奉浦现代农业科技
创业有限公司党支部积极贯彻上级决策

部署袁 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义无反顾投身
战野疫冶一线袁无私奉献袁每个人都想尽办
法发出野微光冶袁汇聚成为更亮的野光束冶遥

3月 28日凌晨 5时开始袁奉贤全
区实施严格封控管理遥3月 27日当夜袁
奉浦科创公司立即响应号召袁 公司男
员工闻令而动尧迅速集结袁第一时间排
查留守大楼企业员工袁 告知奉贤区封
控措施遥疫情封控的日子里袁众人连日
驻守大楼通宵达旦轮流值守袁 紧盯重
点点位袁 坚决确保不漏一车袁 不漏一
人遥同时袁严格按时清点尧消杀尧物资运
输袁全力完成每一轮核酸任务袁24小时
待命遥

科创支部动员党员下沉一线袁落
实党员野双报到冶应报尽报遥 支部党员
化身 野大白冶野保安冶野外卖小哥冶野搬运
工冶袁 积极配合社区开展防疫工作袁全

面参与核酸检测志愿服务尧 抗原检测
材料分发回收尧 检测指导和统计等工
作袁野不漏一户尧不落一人冶袁奔走在社
区的各个角落遥

为保障大家的配药需求袁 党员陈
辉化身野配药侠冶袁穿梭在各家医院与
居委之间遥 每天把所需采购的药物进
行整理汇总袁列出清单遥因为居民需求
的不同尧每家医院药品的配备不同袁往
往一天就需要跑好几家医院才能把药

配齐遥 他说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袁用
全心全力服务百姓袁 是身为共产党员
应该做的遥

随着封控期延长袁防控物资尧生活
物资紧缺的问题逐渐出现袁 奉浦科创
志愿者们两次为留守企业送上补充物

资袁 帮助企业联系保供渠道购置生活
物资袁 点对点护送企业员工返回居住
社区袁 确保大楼内留守企业平稳渡过
封控期袁积极践行野楼小二冶服务精神遥

奉浦科创公司：全力以赴，科创战“疫”

本报讯 渊庄 洁冤东方美谷集团下属直管企业金海
小贷公司积极响应集团党委号召袁全体男同胞投身东方
美谷疫情防控一线袁居家党员主动亮明身份袁积极投身社
区防控一线遥 一个多月来袁在楼宇尧在企业尧在社区袁每天
都能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遥

3月 28日凌晨 5时开始袁奉贤全区实施严格封控管
理遥为了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抗疫工作中袁金海小贷公司的
男更是放同胞们放下自己的家庭袁抗疫在一线袁吃住在一
线遥 一天下来袁防护服里已经是大汗淋漓袁有的员工甚至
来不及擦一把汗袁已经在椅子上沉沉睡去遥

特别要提到的是两对野夫妻档冶志愿者要要要许晟夫

妇和石小蕾夫妇遥许晟的妻子是金海街道居委干部袁他的
孩子还在读小学遥 石小蕾的妻子是青村基层的抗疫志愿
者袁孩子尚在读幼儿园遥 但他们依旧克服家庭困难袁夫妻
双双走上抗疫一线袁他们坦言院野能够有机会帮助他人袁是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遥 冶
公司党支部居家的女党员们也主动到居委报到袁积

极配合社区开展防疫工作遥 她们积极参加核酸检测秩序
维护袁抗原试剂发放袁成为社区最美小飞侠为居民运送快
递遥她们说袁疫情面前没有旁观者袁疫情防控没有局外人袁
我们的家园需要一起守护遥

金海小贷院

微光成炬“疫”路同行

http://xwqy.gsxt
mailto:825188772@qq.com


简 讯

一季度袁东方美谷
集团积极与奉贤区体

育局和上海市体育局

沟通协商袁推进邀请姜
冉馨担任公益形象大

使事项遥 目前袁已收到
奉贤区体育局官方回

函袁代言人合作协议内
容与合作方案均取得

了国家体育总局射击

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和

上海市体育局的批准遥
下一步集团将尽快与

姜冉馨本人签订代言

人协议袁推动代言方案
落地落实遥 张文丽

每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为企业报送
上一年度年报的时间遥
对于未按时年报的企

业袁将依法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并记于企业名

下向社会公示袁在诸多
方面依法予以限制遥

近期有不法分子

冒用市场监管部门名

义袁向企业发送短信催
报企业年报尧认证营业
执照等遥市场监管局温
馨提醒院
市场监管局不会

在短信中发送网址等

链接要求企业进行未

年报登录认证等操作遥
在接到带链接年报短

信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袁
及时向辖区市场监管

所核实袁也可自行登录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进行查询遥切忌
点击陌生网址链接袁不
轻易泄露个人隐私信

息袁尤其是银行卡密码
和验证码遥如发现上当
受骗袁第一时间报案遥

洪 沁

农交所把全力抗

疫作为当前头等大事袁
确保防疫工作筑起层

层坚实堡垒遥 同时袁充
分吸取往期疫情期间

的业务工作经验袁努力
构建 野疫情防控不放
松袁 业务创新不停摆冶
的野双保险冶袁展现了战
野疫冶 与业务齐头并进
的新势头遥
完善流程袁 稳交

易遥进一步完善了线上
交易报名流程袁避免农
村产权交易的市场活

动对疫情防控工作带

来压力遥
线上培训袁 提效

率遥 开启线上视频会
议袁由农交所骨干业务
员讲解操作过程各个

阶段的要点并针对大

家实际工作中反馈的

难点逐一答复遥
疫情防控袁 勇坚

守遥派遣身强力壮的男
同事驻扎集团袁参与园
区内各项物资分发尧核
算采样等工作遥居家办
公的同事们也积极响

应社区的号召袁参与到
为小区居民服务的志

愿者队伍中遥 王禕玮

简 讯


	MDD1.FIT)
	DD2-3.FIT)
	MDD4.FIT)
	ZF.F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