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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无论是公共
场所，还是个人都会使用消
毒用品。那么，市场上各式
各样的消毒用品，哪种对防
控新冠病毒最有效？大量喷
洒消毒剂是否会造成空气
污染、 对人体造成伤害？针
对市民关心的问题，记者采
访了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
建筑学院教授李聪。

75%酒精效果最好
消毒剂是用于杀灭传播

媒介上的微生物使其达到消
毒或灭菌要求的制剂。 按成
分可分为醇类消毒剂、 含氯
消毒剂、 含碘消毒剂和酚类
消毒剂等。 醇类消毒剂 （酒
精）主要用于手和皮肤消毒。

新冠病毒的外套膜含有酯
类，75%浓度的酒精效果最
好，可使病毒失去活性。

消毒剂灭菌都要一定
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对于
手消毒， 要作用 1分钟；外
科手消毒， 需要作用 3 分
钟； 较小物体表面消毒，需
要擦拭两遍，作用 3分钟。

家庭用的滴露消毒剂主
要成分是氯间二甲苯酚，通
过使蛋白变性、酶系统失活，

达到灭菌效果。 但滴露不适
用于皮肤、粘膜消毒。用于内
衣、 外衣、 袜子或者清洗地

板、厕所等物品时，也要稀释使用，避免儿童接
触。 需要提醒的是， 苯酚类消毒剂对人体有毒
性，高浓度有致癌风险，因此对环境和物体表面
进行消毒处理时，做好个人防护，如有高浓度溶
液接触到皮肤，可用乙醇擦去或大量清水冲洗。

室外大量喷消毒剂有风险
目前对于公用场所使用的消毒剂主要成

分是次氯酸钠， 这也是漂白水、84消毒液和泡
腾消毒片的主要成分。 这种消毒剂具有成本
低、效果好、操作简便和强氧化性的特点，通过
穿透病毒的细胞壁、细胞膜，破坏病毒的蛋白
质、酶系统，达到灭菌消毒，被广泛使用。但由
于强氧化性，不仅对金属有腐蚀作用，且高浓
度的消毒剂会与水中有机物生成具有毒性作
用的三卤甲烷等副产物。 建议物体表面消毒
时，使用浓度小于 500毫克/升；疫源地消毒，使
用浓度小于 1000毫克/升。

不建议室外环境高频次大剂量喷洒消毒
剂，这类消毒剂毕竟是强氧化物，如果浓度过
高，不仅会释放氯气，也具有较强的腐蚀作用
和刺激性，对人体外露的皮肤、眼睛和呼吸道
等有刺激性，消毒剂与空气中的有机物反应还
会产生三卤甲烷等。

消毒后最好用清水二次清洁
在使用含次氯酸钠成分的消毒剂 （如 84

消毒水）时，作用时间要达到 30 分钟，消毒后
最好再使用清水擦拭或清洗，因为这些被杀死
的微生物尸体虽肉眼看不到，但恐怕会成为其
他微生物的养分，助长其他微生物，所以二次
清洁是必要的。

此外，高浓度的次氯酸钠溶液会放出游离
氯，氯气是有毒气体，人体吸入氯气与体内的水
反应，生成次氯酸刺激呼吸道，严重的会引发肺
水肿，造成呼吸困难。特别要提醒的是，84消毒
水和洁厕灵不能一起用，因为 84消毒水主要成
分是次氯酸钠，洁厕灵主要成分是盐酸，次氯酸
钠和盐酸混合后的产物就是氯气。 此外， 使用
84消毒水时应戴手套，避免接触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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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看点各公园防疫举措丝毫未松懈，还未到彻底放松时

有关部门联合沪上金融机构助力外贸中小企业共渡难关

百万授信随用随支，企业有了备用金
上海臻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家主营集

装箱、半挂车的汽车零部件出口企业，随着新
冠疫情在全球蔓延， 一些订单延后或取消，企
业面临的资金压力不小。此时，企业负责人看
到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发布信息：可以为符合
要求的外贸企业提供在线纯信用贷款。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在线上操作了短短
几步，没想到立刻获得近百万元的专项授信额
度。“这么方便快捷就获得一笔备用资金，而且
是随用随支，按日计息，真给我们外贸企业吃
下一颗定心丸。”

臻朋国际享受到的金融支持，是上海近期
做出的主动探索。此前，上海市商务委会同各
区商务主管部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

分公司制定融资需求外贸企业名单，支持外贸
企业向商业银行申请出口信用保单融资服务。

作为合作方，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宣布首期将
提供 100亿元人民币专项信贷额度，为名单内
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单融资服务。

对于上年度出口规模在 500 万美元以
下，并持有中国信保“小微保单”的外贸小微
企业， 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将在上海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设立“跨境快贷—信保贷”产品申
请接口， 为该类企业提供纯信用、 无抵押贷
款。企业可在线发起融资申请，线上申请、签
约、支用及还款。

对于上年度出口规模在 200 万美元到
3000万美元，并持有中国信保“综合险保单”的
外贸中小企业，中国信保上海分公司将鼓励企
业通过“保易融”产品申办融资业务，以上海市

中小微企业政策性担保基金作为企业增信措
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将通过“融保通”产品
与“保易融”对接，并根据企业情况为企业融资
设计三方合作模式，授信规模上限可达 500万
元人民币，并能进行个性化授信额度追加。

据悉，不到两周，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就
为 42家外贸企业提供线上额度 3300万元。

为支持外贸企业渡过难关，更多银行开始
主动出击。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在原有覆盖全
市各区的国际业务服务网络基础上，形成由分
管副行长牵头带队，国际业务部、各支行共同
参与的“中小外贸企业需求调研”机制，每周定
期走访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型外贸企业，了解受
疫情影响企业的实际困难和业务诉求，并开展
现场办公，第一时间回应企业诉求。根据调研
情况，最终形成“一行一策、一户一策”个性化

服务体系。

目前，交通银行已打通银行前、中、后台之间
的处理节点，实现递交申请和单据资料、开立信
用证、发放融资等环节的全线上操作，将客户办
理业务时间从原来的 3天缩短至 17分钟。

同时， 包括浦发银行在内的多家沪上银行
通过与单一窗口合作， 让外贸企业享受一站式
跨境金融服务。外贸企业登录单一窗口后，扫描
二维码在线预约开户，进行企业基本信息登记，

选择相应结算套餐后， 即可享受专人提供的一
站式开户服务。同时，外贸企业可在单一窗口的
金融板块在线购付汇， 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跨境
本外币支付。

上海银保监局表示，已指导相关银行机构制
定专项方案，提供专项信贷规模，重点满足核心
企业融资需求，推动上下游中小微企业纾困。

■本报记者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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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突然，张国伟宣布退
役了。 这位 29 岁的跳高名
将 4 月 5 日在社交媒体上
写道：“对不起，我真的跳不
动了，我决定退役了。”

张国伟的职业生涯似
乎被分成两个阶段：年少成
名，晋升网红；屡战屡败，受
困浅滩。

7年前第一次在赛场见
到张国伟时，他年仅 21 岁，

刚刚刷新上海名将朱建华
保持 27年之久的全国室内
纪录，勾起老一辈田径迷埋
藏已久的“跳高情结”。

然而折戟里约奥运会、

田径世锦赛等大赛后， 负面
的评价越来越多和张国伟联
系起来。直到因违规参与商业
活动，被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
动管理中心重罚，他彻底被戴
上不务正业的“帽子”。

违规不假， 但不务正
业？怕是冤枉张国伟了。

在笔者看来，每每大赛
掉链子，从来不是因为态度，

而是因为他不争气的身体。

里约奥运会的跳高比
赛，笔者就在现场。张国伟的
招牌笑容，在赛后变成苦笑，

“我也是醉了，这身体……”

赛前，他的大腿后群肌
肉突然感到酸疼， 严重影响
起跳环节， 最终导致他在里
约奥运会上只跳出2米22，无
缘决赛。“奥运会前我的大腿
后群和臀部肌肉连续打了两
三针封闭， 我在训练上尽量
去调整， 在心理上暗示自己
腿没事。但这次之后，我的后
群肌肉就根本使不上劲了，

软到坐着都疼。”张国伟说。

折磨着张国伟的是一
种叫“滑囊炎”的关节病。用
他的话说，滑囊炎伤得太深，只要天气冷，伤
处就会很疼，之前他表现不错的几个比赛也
是因为天气比较热，才能够保证一个很好的
发挥。稍微冷一点，身体就拿不出百分百的
能量。从来只是运动员去适应环境的，哪有
运动员挑环境的？张国伟只能怨自己。

张国伟曾坦言，“训练再苦也不算苦，但
养伤才是让我最上火的。”他说，因为“滑囊
炎”没有快速的治疗办法，只能靠推拿按摩。

这些年里，每天训练之外，张国伟要进行几
个小时的推拿治疗。这一过程，他用了一个
词来形容———“血疼”。

外界对张国伟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在专
业领域，他的敬业是被教练员和运动员们一
致肯定的。

短跨教练孙海平不止一次和笔者说过，

在国家队他最欣赏两位运动员，一位是苏炳
添，一位就是张国伟，“张国伟身上的那种特
质，是所有运动员都该学习的，就是经得住
诱惑，一门心思扑在训练上。”让孙海平印象
最深的，就是有一次他看到张国伟训练完在
休息，“他突然跳起来做了一个跳高的模仿
动作，我就佩服这样的运动员，他在训练之
余还在思考和消化训练中的内容。”

“张国伟的痛苦，一般人是难以体会的，

职业运动员的天敌就伤病，克服伤病所需要
付出的代价，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作为
刘翔的恩师，相信没多少人能比孙海平更了
解伤病对于运动员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社会活动，为什么
要做美食博主？为什么要参加综艺？为什么要
参加真人秀？这是网友质疑张国伟的地方。

张国伟曾做过解释：是因为长时间的伤
病让自己很抑郁，每天在房间里总是想着伤
的问题，为了给自己减压，他才选择走出房
间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有人问他， 你在赛场上怎么那么张扬？

张国伟说：“因为我激动啊， 我想让别人知
道，追梦是一件多么让人兴奋的事！”

追梦之路上， 张国伟似乎从来不惧失
败，即便每每大赛折戟，他在叹息最后总是
会给自己打气，“下届奥运会再找回来”“你
们再等等，下次我就是冠军”……

可惜，英雄最怕伤痛磨，一百多年前顾
拜旦先生将“更快、更高、更强”定为奥林匹
克格言时，恐怕不会想到，若干年后的今天
会有很多运动员希望再加上一条，更健康。

职业运动员们不是超人， 他们也会倒
下。当有一天，他们坚持不住而放弃的时候，

我们应该给予他们的是理解和掌声。

体坛观澜

清明小长假本市多座公园迎来今年开春以来最大客流

186.9万人次！客流上限未放宽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清明小长假，上

海多座公园迎来今年开春以来最大客流。上
海市绿化市容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市
公园小长假 3 天共计接待游客 186.9 万人
次。其中，城市公园约 173.9万人次，郊野公
园约 13万人次。

今年清明假期，恰逢晚樱、牡丹、海棠、

桃花、紫藤等春花的花期，让市民游客大饱
眼福。眼下，正是上海第二波樱花飘落和第
三波樱花接棒开放的时候。 在上海植物园
和辰山植物园， 染井吉野樱两周左右的花
期进入尾声，春风拂过，空中缓缓下起粉白
色“细雨”，公园的道路、草坪上织起粉白色
的花毯。

位于古猗园曲香廊北侧的百年牡丹“徽
紫”傲然绽放，这株“徽紫”最早可追溯到清
同治年间。海棠姿态潇洒，花开似锦，是共青

森林公园春季的主打花卉。 该园 1200余株各
色海棠均处于盛花期，或白或粉或红的海棠绽
放枝头，远观仿佛飘在人们头顶上的云雾。

清明小长假期间，上海多座公园的游客量
逼近甚至达到疫情期间设定的游客量上限。根
据上海绿化市容部门要求，上海恢复开园的城
市公园采取限制客流等一系列严格防疫措施，

已明确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的公园，按照不超过
50%日最大承载量的标准进行限流管理；未明
确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的公园，按照不超过 50%

历年同期游客接待量的标准进行限流管理。

4月 2日， 世纪公园宣布将全园客流量上
限调整为 1.6 万人次。小长假 3 天，该园 9000

张网络票均在中午前就售罄，提醒未购票的游
客改期入园。辰山植物园和共青森林公园均将
疫情期间的单日游客量限定在日游客最大承
载量的 40%。4月 5日， 这两座公园当日游客

量分别达到 35228人次和 25180人次，十分接
近疫情期间设定的游客量上限。 郊野公园方
面， 长兴岛郊野公园 4月 5日接待游客 26003

人次，创下开园以来新高。

各公园防疫举措丝毫未松懈。目前，提前
预约、戴口罩、测体温、出示随申码仍是入园、

游园的“标配”，如市民游客不戴口罩入园或游
园，园内外的工作人员发现后会劝导。

3月 31日起上海多座公园暂停开放的娱
乐项目和室内景点，也在小长假期间继续暂停
开放。各座公园加大对游览车、座椅、公厕等人
流量较多场所或设施的消毒力度。比如辰山植
物园的游览小火车， 一天至少全面消毒 4次；

客流高峰时段， 还会有工作人员 “一客一消
毒”。各座公园表示，疫情期间设定的游客量上
限近期不会调整，暂不会恢复到以往日游客最
大承载量，还没到可以彻底放松的时候。

增加限流和疫情防控措施，沪郊乡村游逐渐复苏

“闷”了那么久，田埂上又见孩子撒欢
“春笋、莴苣全被游客挖完了，花菜也

被摘光了，新种了一片甘蔗地。”浦东航头
镇鹤丰农庄负责人仇明惠喜不自胜， 看到
在田埂上撒欢奔跑的孩子， 她忍不住掏出
手机拍照发在朋友圈， 并配上一句话：“最
美人间四月天”。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推动上海乡村
旅游逐渐复苏，提供体验项目的农场农庄和
种植基地大受欢迎。除了鹤丰农庄，松江五
厍镇吾舍农场、浦东宣桥镇的上海国朝果蔬
专业合作社、崇明绿化镇的桔香园农庄等都
表示， 小长假的单日客流量均达三位数，虽
因限流人数比去年同期少，但游玩舒适度更
高。就全市范围来看，大多数农业休闲游、亲
子游景点已恢复接待，只是增加了限流和疫
情防控措施。

在鹤丰农庄，记者遇到普陀区乐宝堡幼
儿园圆圆班的 7组家庭，父母和孩子们一起
在农庄“南瓜哥哥”的指点下，卖力地挖土种
甘蔗，虽然手上、衣服上、裤子上沾满泥巴，

却毫不在意。种完甘蔗，孩子们又蹦蹦跳跳
地去菜园里采摘蔬菜。

桔苑农家负责人陆慧慧说，在当地市场
监管所指导下， 农庄的住宿服务也恢复了，

“每天限量 50人，这样防疫措施能做得充分
些。”她观察到，今年小长假来休闲的市民非
常享受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有些市民一
大清早就起来散步，说要多呼吸呼吸新鲜空
气。”

不少乡村旅游运营方还从中嗅出机遇：

“闷”了那么久的市民渴望亲近自然，如果市
郊乡村游形式更丰富， 就能满足市民新需
求。仇明惠已经想好了，“要根据节气、民俗，

做一整年的乡村游推广。现在是种甘蔗，不久
后就能种水稻，接着是摘桃子；端午节可以一
起包粽子，重阳节蒸糕……很多原材料在农场
都是现成的，市民有新鲜感，也觉得放心。只要
把市民对亲近自然的渴望变成看得到、摸得着
的体验项目，不怕没客流。”

上海国朝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国朝
也说，这两天基地里多的是带着孩子来摘草莓
的亲子家庭，未来会加大与主打亲子游的线上

平台合作，为更多亲子家庭提供服务。

在上海乡村旅游景点中，除了规模化的休
闲农业园区和示范性休闲农业基地外，还有数
以百计的具备休闲旅游功能的合作社和种植
基地。它们虽然规模不大，但形式灵活，为市民
提供农事体验、农业科普、休闲采摘等多种活
动。这些乡村旅游项目不仅带动农产品生产和
销售，也为农业生产增加了附加值，是都市农
业走多元化发展路径的积极信号。

■本报记者 任翀
奉贤吴房村重开吸引大批游客

乡村振兴产业园成“世外桃源”

在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游客纷纷出门踏
青，上海奉贤区青村镇吴房村就是个适合户外
踏青的“世外桃源”。粉墙黛瓦，小桥流水，花木
葱茏，吴房村整体风貌由中国美术学院设计总
院承接设计，凸显水乡情调。

清明期间，上海天气晴好，吴房村桃花盛
放，将赏花的游人掩映在花丛中。路边停放的
私家车排成长龙。“前两个周末阴雨连绵，吴房
村的游客很少，清明期间热闹起来，真让人高
兴！” 青村镇社会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欧阳劳
力说。 记者看到两位年轻男子架起烧烤架，边
聊天边烤制香气四溢的食物。放眼望去，放风
筝的游客“承包”了音乐广场的青翠草坪；八个
方形鱼塘边，一排垂钓爱好者端坐耐心等待鱼
儿咬钩， 与马路对面的真人 CS训练场动静相

彰。负责吴房村建设运营的思尔腾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红说，村中建筑多由村民民
房改建，服务人员也主要是村民，既提高了村
民收入和获得感，也让游客体验原汁原味的乡
村风情。

此前受疫情影响， 吴房村一度不接受游
客来访，3月 21日才对游客重新开放。开门迎
客后，采取一系列防疫措施。物业管理人员通
过对讲机互相联络，疏导人流，灵活调控游客
数量。

吴房村党总支书记秦瑛说，全村 1.99平方
公里，改造项目分为两期，第一期片区 358亩，

也就是游客看到的部分。“过去的吴房村，人老
了，树老了，地也老了，改造后焕然一新。”周红
笑言，吴房村改造的出发点并不是希望成为旅
游景点， 而是要建成一座乡村振兴产业园，可
这片秀丽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

■本报见习记者 侍佳妮

■本报记者 李蕾

各墓园37.6万余人次祭扫
公安启动高等级勤务，治安秩序良好

本报讯 （记者 邬林桦）4月 4日至 6日清明
小长假期间，全市各墓区累计祭扫人流达 37.6万
余人次，涉及车辆 9.4万辆次，同比下降 87.9%、

70.5%，各祭扫活动现场秩序良好。期间，全市报
警类 110同比下降 15.6%，未发生有影响的重大
刑事、治安案件和火灾、交通事故。4 月 4 日至 6

日 16时，全市出入市境道口车辆总数 149.6万余
辆次，同比下降 33.7%。

市公安局启动社会面高等级勤务，确保社会
秩序良好。宝山、嘉定、青浦等 9个公安分局投入
近 2万人现场安保力量， 在全市 54家经营性公
墓、骨灰堂开展现场驻守，加强秩序维护和人流
疏导，会同民政、卫健部门落实测温、查验“随申
码”等防疫措施，会同消防救援对重点部位开展
巡查监护，确保墓区安全有序。

全市公安交警部门加大警力投入，重点针对
长江隧桥、G2京沪、G15沈海等易拥堵的高速公
路节点， 增派 30%警力加强交通管理和排堵疏
导，确保“大动脉”、主干道畅通有序。警务航空队
还派出了警用直升机和警用无人机，对各大墓区
开展叠加式巡逻监控，强化对高速公路和墓区周
边交通状况的空中监控。

孩子们在鹤丰农庄学种甘蔗。 任翀 摄 一名游客在桃林赏花。本报记者 李茂君 摄

黄海昕 绘

公共场所
消 毒 剂 是
强氧化物，

要 当 心 其
腐 蚀 作 用
和刺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