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志成城 勇担责任 共克时疫
———上海市普陀区民营企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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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志愿者：

一切安好，就是……
� � 4 月 3 日， 新冠疫苗临床试
验志愿者任超结束 14 天隔离观
察回家。 CT 结果显示，他双肺纹
理清晰，一切正常。

中国重组新冠疫苗于 3 月
16 日获批启动临床试验，共招募
志愿者 108 名，分为低、中、高三
个剂量疫苗组，每组 36 人，年龄
在 18 至 60 周岁。

按照要求，志愿者接种后需
在指定地点隔离观察 14 天。从 3
月 31 日起， 陆续有志愿者结束
隔离回家。

任超告诉记者， 隔离期间一
人一间房，生活自由安排。一日三
餐由工作人员送至门口， 伙食每
天不重样，份量很足。每个志愿者
腋下贴有电子体温计，24 小时监
测体温，每天要在接种日记卡上
记录身体状况、体温变化等。

从 3 月 20 日接种中剂量疫
苗至隔离结束，任超体温始终处
于正常范围， 未出现不适症状，

“唯一变化是吃太好，长胖了。 ”
“成为疫苗志愿者是我的荣

幸。 ”任超每天在微博上分享隔

离生活， 初衷是想留个见证，没
想到获得众多网友关心和鼓励。

得知任超是马拉松爱好者，
一家马拉松训练营为他寄来专
业跑鞋、衣服及祝福卡片，众多
跑友录制视频为他加油鼓劲，让
他非常感动。

随着隔离结束，任超将开启
上班模式。“以后好好生活，好好
工作。 ”他说。

“80 后”靳官萍是首个接种
的女性， 于 3 月 31 日结束隔离
回家。“身体状况非常好，活力满
满。 ”她受访时说，整个隔离观察
期除接种部位出现微红、 发痒
外，无其他不良反应。

回想这 14 天， 靳官萍感慨
“像做了一场梦”。 在药企工作的
她一直期盼新冠疫苗能够尽早
上市，得知疫苗招募临床试验志
愿者，她第一时间报名。 这段时
间，她与其他志愿者结下深厚友
谊，离开时“特别舍不得”。

回家并不意味着试验结束。
靳官萍透露，后续 6 个月要定期
配合专家组抽血检查抗体。 随访

期间，若有吃药、就医、住院、接
种其他疫苗等情况，需在日记卡
上予以记录。

成为疫苗临床试验志愿者
之前，靳官萍一直在从事接送医
务人员、筹集搬运分发物资等志
愿服务；结束隔离回家后，她重
返志愿者岗位。

与“封城”之初“做不完的事”
相比， 现在的志愿者工作轻松不
少。 武汉公交、 地铁部分线路恢
复，医务人员接送需求下降，一天
下来靳官萍只需接送两三个人。

“没有恢复到往日车水马龙
的活力，但也不再冷清了。 ”看到
武汉逐渐复苏，靳官萍心情五味
杂陈，“终于等到这一天，太不容
易了。 ”

隔离期间，27 岁大学生朱傲
冰曾录制数条视频推介湖北美
食。“油焖大虾，吃辣女孩的必
备，好吃到爆炸；红烧武昌鱼，
鲜嫩可口；排骨藕汤，耐人寻味
的汤品， 佛跳墙在它面前都逊
色……”他自编自写的推介词圈
粉无数。

朱傲冰表示， 受疫情影响，
湖北部分农产品出现滞销，他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农产品销
售贡献一份力量。

4 月 3 日是朱傲冰结束隔离
回家的第一天， 他走进超市，通

过视频日志向网友展示武汉市
民的日常生活。“我现在身体状
态很好。 ”他说，接下来将拍摄更
多视频，推介美景、美食，让大家
看到越变越好的武汉。

（据中新社）

各展所长 助力抗疫

复星国际发动全球资源调
配医疗物资驰援抗疫一线，向湖
北等疫情重灾区捐赠防护服、口
罩、护目镜、手套、呼吸机等医疗
防护物资总计约 400 万件，其中
进口防护服数量一度占到全国
进口总量的 10%。 致达集团承接
北京小汤山康复医院重启修缮
工程， 正月初四即进驻现场，仅
34 天即完成了主体工程的施工。
劲霸男装、艾莱依等服装企业依
托数十年生产经验，紧急转产防
护服、口罩等物资，并向一线医
务工作人员等送去了羽绒服御
寒，保障其身体健康。柯渡医学 5
位工程师放弃春节团聚，驻扎上
海金山公共卫生中心这一抗疫
前线， 保障医疗设备的有效运
行；同时，在全国数百家医院共
有 1200 多名工程师默默守护着
近 60 万台医疗设备。 上海德济
医院派出 9 名医务人员奔赴武
汉， 涵盖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重

症监护、急诊、内科等多个专业，
成为上海首支由社会医疗机构
向疫区派出的医疗救援队。 卡力
互联组织开通武汉救援物资绿
色运输通道，将来自浙江的口罩
和防护服、 山东寿光的新鲜蔬
菜、四川的酒精和消毒液等各种
物资， 源源不断地送往武汉，成
为高速公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波克城市“科技抗疫”，仅用
48 小时就开发上线了“居民口罩
领取登记系统”“疫情员工信息
登记系统”，支持了区域社区、企
业防疫工作；同时携手人民网所
推出的《人民战“疫”总动员》知
识问答小游戏，上线一周即获得
超过 2 亿次曝光，为玩家们纠正
了超过 500 万次防疫错误认识。

慷慨解囊 奉献爱心

红星美凯龙通过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捐款 6000 万元， 用于
对武汉市等疫情重灾地区新冠
肺炎患者定点接收医院 ICU 重
症监护室医务人员的关爱工作。

新城控股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
赠 1000 万元， 用于保障一线医
务人员的防护工作。 波克城市通
过湖北慈善总会、上海慈善基金
会普陀分会、上海市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等捐款 1300 万元。 奥盛
集团向疫情定点救治医疗机
构———武汉协和医院捐赠了价
值数百万元的空气杀菌净化装
置等物资。 致盛集团在武汉起
步，在上海发展，对家乡有着深
厚的感情， 先后多批次向武汉、
宜昌、襄阳、仙桃、黄冈等疫情重
点地区捐赠口罩、防护服、护目
镜等抗疫物资和现金， 总计 400
万余元。 中梁地产向武汉市慈善
总会捐赠善款 200 万元人民币
和 1.5 万个 N95 级以上标准口
罩；并携手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捐
赠 90000 册图书给武汉，用书卷
的芬芳为患者和医务人员带去
精神慰藉。 普陀区原工商业者们
捐赠口罩、消毒湿巾等物资价值
40 余万元，支持区内企业复工复
产。 青创联的年轻企业家也不甘
落后， 不但踊跃捐赠资金和物

资，部分还亲自带着员工志愿者
团队，参与普陀支援花桥高速道
口控车流等志愿服务。

抱团取暖 携手同行

月星集团推出“一保两免
三减半”的惠商政策，为商户营
业员和员工免费提供新冠肺炎
专项保险； 为商户免费提供工
作餐及防护用品； 对环球港品
牌商户减半收取 1 个月的租金
及物管费、能耗费，对月星家居
品牌商户减半收取 3 个月租
金。 红星美凯龙免收 1 个月家
居商场和旗下爱琴海购物公园
中小商户的租金。 新城集团对
自持经营的吾悦商业广场全体
商户减半收取 2 个月的租金 。
长昭置业对旗下近铁城市广场
近 200 家品牌商户实施 2 月份
租金及物业费减半政策。 致盛
集团对上海金石湾园区中的中
小型民营企业和受疫情冲击较
大的企业 2 个月的租金减半收
取。 宏泉集团共减免其商业街

100 多家商户 1 个月租金。喔噻
科技（收钱吧）为中小商家提供
数百万元的误工补贴， 合作贷
款机构贷款全额免息 30 天。 博
和、万联、润一等律所通过成立

“公益法律顾问服务团”， 举办
多场“新冠肺炎疫情期企业法
律纠纷和处理在线系列讲座”
的形式， 为企业提供免费法律
服务。

普陀区是中国民族工业诞
生地之一，改革开放后，复星、奥
盛、月星、致达、新城、中梁、劲霸
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在这里诞生
和发展，是名副其实的民营经济

“摇篮”。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以
来，这一群体积极响应党中央号
召，立足自身优势，主动担当作
为，体现了民营企业的责任和担
当。 随着全国疫情防控积极向好
态势不断拓展，各企业正在紧锣
密鼓地复工复产复市，以更昂扬
的斗志去夺取事业发展新高度，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智慧
和力量！

（据上海市普陀区工商联）

接种疫苗后的第 7 天，靳官萍接受血液样本采集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新年伊始席卷全球的首要大事。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已
经在这场人类与病毒的战争中，取得了在局部战场上的重要胜利。 在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上海市普陀区民营企
业作为在抗击非典疫情、支援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中有过光荣表现的群体，响应区工商联的号召，再次迅速行动起来，以医疗服
务、物资保障、资金捐赠、技术支持、志愿行动等各种方式，投入到这场战斗中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3月底，共有 138家会员企业
和单位捐赠现金及物资合计 1.76亿；民营商场、楼宇业主向租户、商户减免租金等合计 3.1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