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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念，以对人民负

责、对城市负责的态度，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坚持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积极

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积极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子。

人民至上；人民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面对这场“新

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

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上海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理

念，以对人民负责、对城市负责的态度，变压

力为动力，化危为机，凝聚全市人民力量，

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坚持补短板、堵漏

洞、强弱项，积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深

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重要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新路子。

一、以“人民至上”理念为引领，全力打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过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提出以维护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为首位的防控要求。上海始终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紧依靠人

民，汇聚人民战“疫”合力，全力推进疫情防

控和患者救治工作。

（一）坚持人民至上，强化疫情防控的组织

领导。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上海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疫情的防控工作，迅速作出响应，

2020年1月19日，组织市卫生健康部门及时制定

《上海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综

合防控工作方案》及各项应急措施。1月22日，

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全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严格落实全市联防联控

机制，切实履行防控责任，保证各项防控工作

人员到岗、措施到位、责任到人，坚决防止疫

情扩散蔓延，并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1月24日，市委、市

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

感、紧迫感；切实落实好联防联控措施，科学

高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确保责任落实到位；从强化地区属地防控、强

化部门协同防控、强化社会积极防控、强化个

人自主防控等方面提出具体任务措施。同日，

上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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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严格落实国家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的要求，实

行最严格的科学防控措施。全市各地区、各部

门迅速采取最严举措，细化落实各项联防联控

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切实保障市民健康

和城市公共安全，全市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

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二）坚持生命至上，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上海市委、市

政府积极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号召，组织上海援鄂医疗队最早集结出征，先

后派出9批1649名医务人员驰援武汉，分别进

驻17家医院、28个病区，承担救治重任，奋战

在救治第一线，以医者担当扶危度厄，坚持不

抛弃、不放弃，尽最大努力去挽救每一位患者

的生命。上海市委、市政府坚持把人民的健康

放在第一位，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关键时

刻，将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作为新冠肺炎确诊

成人患者唯一收治点，率先开启应战模式，坚

持科学防控、科学救治，按照“集中患者、集

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全力

以赴救治患者。不断强化医疗资源配置，做好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医疗救治与急救转运，加

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救治尤其是重症、危重症

病例的救治，形成了以多学科顶级专家驻守、

重症患者“一人一策”、中医药及心理干预为

主要内容的“上海方案”。至2月17日，上海新

冠肺炎治愈出院率近50%；至2月29日，85%的确

诊病例痊愈出院；至6月1日，上海现有最后1例

本地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三）紧紧依靠人民，形成疫情防控的人

民防线。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上海市委、市

政府紧紧依靠全市人民，构建起强大的人民

抗“疫”战线。从“守城门”到“守国门”，

从坚守全市抗疫主阵地到驰援武汉主战场，上

海全市各条线、各区、各街镇、各居村的广大

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尤

其是医护人员、疾控工作者、出入境检验检疫

人员、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奋战

在疾控和救治最前线、口岸与道口最前沿、居

村社区最基层，不顾危险、不畏艰难、不辞辛

劳，守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守卫我们的共同家

园。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全市6000

多个居村委会、1.3万个住宅小区，根据不同

居住特点分类加强疫情防控，切实担负起管好

门、看好人的重任。全市20多万基层社区一线

工作人员不辞辛劳、日夜奋战，居委会、业委

会、物业公司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充分发挥

关键防线作用，探索形成不少好经验好做法。[1]

（四）做细做实做好，为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提高依法

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

力法治保障。上海坚持依法防控、依法治理，

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从严从重查处编造疫情

数据等案件以及制售假劣防疫物资案件。市检

察机关依法受理人民群众关于各类危害疫情防

控违法犯罪的举报，依法从快从严惩治妨害疫

情防控各类犯罪。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表决通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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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

最严格防控工作增加法律供给、提供法治保

障，为上海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应急、

及时、有效的法治支撑。中共上海市委全面依

法治市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法治保障的实施意见》，强调各级领导

干部和参加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坚持以法治思

维指导、以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确保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上海采

取措施做好疫情期间的民生保障工作，市场监

管局编写并发布疫情期间生产企业复工生产卫

生操作指南；市医保局、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迅速落实2020年阶段性降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缴费费率的部署，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

生育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10.5%降至10%，灵

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比例由11.5%

降至11%[2]；民政部门紧急部署全市社会救助工

作，做好各类困难对象的保障工作，至1月31

日，上海已支出1.95亿元救助金；至2月14日，

全市18.4万困难群众（家庭），672名集中安置

的生活无着人员，无一人感染新冠肺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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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人民至上”理念为引领，加强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

针对这次疫情显示出的公共卫生方面的短

板和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紧补短

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

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6月2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

强调，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只有构建

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

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织密防护网、筑牢

筑实隔离墙，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

力保障。[4]面对公共卫生方面显示出的短板和弱

项，上海牢记建设人民城市的使命要求，坚持

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建设，坚决守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一）加强科研攻关，提升疫情防控能

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军事医学研究院、清华大

学医学院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

时强调，“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最终战

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并从药物研究、疫

苗研发、病毒溯源等方面，对下一步科研攻关

工作作出重大部署。上海不断鼓励加快推进疫

情防控科研攻关，2月6日，市委书记李强在部

分生物医药科技企业调研时指出，疫苗和有效

药物是疫情的克星，越早取得关键进展，就越

能增强全社会抗击疫情的信心，鼓励科技企业

结合自身优势更好发挥作用，拿出同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的精神状态，加快推进抗疫产

品研发、应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3月18日，上海市推进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指出，要把疫

情防控科研攻关作为重大任务，集中力量攻坚

突破。发挥上海科研优势和产业优势，强化科

研、临床协同创新，加快药物和疫苗研发，加

强病原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提升超大城市疫情

防控和应对能力。积极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疫

情防控中的应用和推广。[5]上海相关部门出台激

励措施，浦东新区出台18条措施，专项资金优

先支持防疫产品研制攻关；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发布16条政策支持企业，对疫情相关科研

突破奖励300万元；市科委发布通知，实施“悬

赏揭榜制”和“首功奖励制”，对取得实效的

胜出者、为疫情防控作出突出贡献的项目给予

奖励。上海医院、高校、企业研发成果不断推

出，至2月6日，上海钛米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研制的40多台钛米消毒机器人奔赴抗击疫情最

前线；2月13日，上海理工大学与合作企业协同

研发的抗体抗原免疫荧光检测仪器与试纸条结

合，实现9个样本同时快速检测；2月14日，上

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基础医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攻关团队成功分离并

鉴定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

（二）强化短板意识，探索公共卫生体制

机制建设。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上海公共卫生

体系在疫情应对中经受住了考验、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是，与重大疫情严峻挑战相比、与超

大城市面临的现实威胁相比、与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更高期待相比，还有不适应的地方。

针对这些“不适应的地方”，上海不断提高发

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效率，着眼长远，整体谋

划，全面提升，强化以制度构筑起保障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守护上海城市安全的坚固

防线的意识。2月18日，市委书记李强主持召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座谈会时提出，要加强

超大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各级医院要建立

健全传染病防控的早期发现、快速反应机制。

在2月20日举行的市委常委会上，李强提出，要

不断完善机制建设，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疫情防

控工作机制，以机制化适应逐步常态化防控要

求。3月31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举行第

六次会议。会议审议《关于改革完善我市医疗

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实施意见》，指出要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抓紧补短板、堵漏洞、

强弱项，从制度上巩固防控成果，从长远上筑

牢“防疫大堤”。

（三）出台政策，确定走超大城市公共卫

生安全治理之路。在总结前期疫情防控工作的

基础上，4月7日，上海召开全市公共卫生建设

大会，宣布将出台《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

制机制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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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确定通过四方面20条任务建设，率先走

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超大城市公共卫生安全治

理之路，力争在2025年，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最

安全城市之一。根据《意见》，上海将按照统

一高效、响应迅速、科学精准、联防联控、多

元参与的要求，加快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

制，将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包括

建设公共卫生应急领导指挥、监测预警、疾病

预防控制、应急医疗救治和公共卫生社会治理

等五大体系；完善平战结合、快速响应、联防

联控、群防群控、精准防控等五大机制；推进

公共卫生领域供给侧改革，加强硬件设施、学

科人才队伍、科技攻关能力、信息化和舆情应

对和引导等五大能力建设；强化组织、法治、

物资、投入和应急医疗等五个保障。

三、以“人民至上”理念为引领，提升城市

治理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

考。面对这次大考，在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

同时，上海市委、市政府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

理念为指导，牢固树立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

意识，时刻保持对超大城市的敬畏之心，把超

大城市治理摆在重要位置，补齐短板、拉长长

板、守牢底线，持续用力，不断提升城市治理

能力和水平，让上海这座城市始终有温度有活

力，让生活在上海的人们安心踏实。

（一）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筑

牢城市治理的坚实后盾。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是城市治理的支撑和保障，2月23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

措。上海市委、市政府精准有效施策，持续抓

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同时，下更大功夫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

主动应对打出政策“组合拳”，全力以赴援

企、稳岗、扩就业。至5月底，全市整体就业人

数超过1015万，略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户籍劳

动力就业占比稳定在80%以上的较高水平，登记

失业人数为16.59万人，控制在较低水平。上半

年预计为企业减负约530亿元。[6]

（二）落实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构建城市

治理的安全防线。全市公共卫生建设大会召开

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把建设强大的公共卫生

体系作为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城市安全的战略

性、基础性工程来抓，加快建设与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通过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

制，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健全完善公共卫

生体系，全市已有117家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和

200家发热哨点诊室陆续建设完毕，将发热监

测关口前移、防微杜渐，建立覆盖全市各个角

落的公共卫生监测与预警网络；研发公共卫生

“智能插件”的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并在医

疗机构使用，着手完善基于大数据的综合监测

系统，建立多点触发、动态灵敏的预警研判模

式，提高新发、不明原因疾病的早期发现和风

险预警能力。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

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将“上下联

动”“前后联动”“医学研用协作”“国际国

内联动”等创新工作机制以及“赛马制”等创

新做法优化固化，围绕上海重大疫情防控和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不断加强科技攻关体系与能

力建设。继续推进疫情防控科技研发，上海君

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开发的重组全人源抗新

冠病毒单克隆抗体注射液已获国家药监局批

准，进入Ⅰ期临床试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完成首例受试者给药，成为全球首个在健康

受试者中开展的新冠病毒中和抗体临床试验。

贯彻落实联防联控机制，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抓好“脏乱差”环境整治，发布《上海市

民健康公约》，强化市民自我防护意识与能

力，为常态化防疫构筑“健康之城”。

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7月号
11



新时代论苑

（三）推进“两网”建设，提升城市治理

的智能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

出，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

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

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

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

广阔。[7]面对全球罕有的超大城市管理基数，

上海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

行“一网统管”建设，聚焦“高效办成一件

事”“高效处置一件事”，提升超大城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疫情期间，“一

网通办”通过个性化主页向个人和企业用户推

送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政策、公告及服务

信息；2月7日，江苏路街道作为上海首个试点

开发街镇层面城运中心“一网统管”防疫专页

的区域，将辖区内的疫情防控信息全部纳入街

道城市运行管理平台，在一个系统、一个页面

实现“一网统管”。4月13日，全市“一网通

办”“一网统管”工作推进大会召开，市委书

记李强在会上强调，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是城市治理的“牛鼻

子”工作，牵动着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牵动着

长远发展大局。4月1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

《上海市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上海以升级建设“一网统管”系统为

抓手，着力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

的目标，城市运行管理和应急处置系统逐步完

善，市、区、街镇三级城运中心，越来越多的

智慧化应用正在被开发：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正

式成立，整合接入公共安全、绿化市容等领域

22家单位的33个专题应用，探索研发地图服

务、气象服务、交通保障、应急处置等6大插

件，为跨部门、跨系统的联勤联动增效赋能，

初步实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推进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和营商环境的优化，全市已有90%的审批事项实

现“只跑一次、一次办成”，99%的社区服务事

项全市通办，并不断推动“一网通办”从“能

办”向“好办”转变。[8]

（四）提高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夯实城市

治理的社区基石。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

城市运行的底盘，对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中，全市6000多个居村委会、1.3万个住

宅小区，发挥了管好门、看好人的重要作用。

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在社区，社会治理的重心在

社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也在社区。作为联系群众最紧密、服

务群众最直接、组织群众最有效的基础平台，

社区最能感知群众冷暖，最能听到群众声音，

也最能检验工作成效。社区细节越彰显，城市

治理就越精细；社区细胞越活跃，城市活力就

越充沛；社区认同感、归属感越强，城市向心

力、凝聚力就越大。6月17日，为进一步提升社

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上海市社区工作会

议举行，会议就《关于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规

范化精细化水平的若干意见》作了说明，指出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进一步夯实城市治理现

代化的社区基石，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扬

优势、补短板，做好社区治理赋权增能的“加

法”、减负减压的“减法”、科技赋能的“乘

法”、革除弊端的“除法”，完善党建引领下

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提升社区治理

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全力以赴把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的家园建设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

更加安心、舒心、暖心。[9]

城市治理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6月23

日，中共上海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

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

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对加快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进行了全面部署。上海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将之贯彻落实到城市

（下转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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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谈中就四项议程进行了谈论，但根据解密档

案显示，在第一次谈判中并未涉及“联合公报以

及关系正常化的方式”这个议程的谈判。参见

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世界

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o President 

Carter，July 5，1978，FRUS，1977—1980，Vol 

XIII, China, p.510.

③当前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在第一次会谈中黄华

曾提出“禁止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议

题。通过比对档案、回忆录和现有研究成果，笔

者认为黄华在第一次会谈中并未谈及美国对台军

售问题。参见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

时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o President Carter，July 5，1978，FRUS，

1977—1980，Vol XIII，China，p.510.

本文系2019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利

益博弈视角下的中美关系研究”（批准号：

19CDJJ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晏蔚青

史实研析

出版社2004年版，第50—61页）；宫力：《邓小

平与美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

242页）；王立：《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

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93—116页）；

杨贤：《特殊机构——美国驻华联络处揭秘》（重

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251页）；熊志勇：

《中美关系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

200页）；宫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3期）；陶文钊：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

第5期）；赵学功：《中美建交谈判的历史考察》

（《理论视野》2009年第8期）；董振瑞：《邓小平

与卡特时期的中美外交博弈》（《党的文献》2012

年第3期）；等等，这些成果均提到了中美建交谈

判的艰难历程。但由于当时中方和美方的档案尚未

解密，他们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把握，并未

对建交谈判的细节与脉络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而

李桂峰《中美建交谈判中的台湾问题——基于美国

解密档案的解读》（《聊城大学学报》2018年第4

期）和杨建国《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的历史经验与

启示》（《枣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这两篇文

章虽运用了美方新近解密档案，但关注的主要问题

是建交谈判过程中的台湾问题。

②当前国内部分学者认为黄华与伍德科克在第一

（上接第12页）

发展全过程和城市工作各方面，在推进城市治

理过程中，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把握人

民城市的生命体征，如履薄冰地守牢安全底

线，以系统性思维强化整体协同，以全周期管

理提升能力水平，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

和规律的治理现代化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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