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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总结了 2021 年 1-8 月上海市国库
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分析了当前国库发展
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并从国库会计核算分析、
监督管理体系、统计分析研究、宣传长效机制
等方面明确下阶段工作安排。 工行上海市分
行相关负责人就代理支库履职情况和工作设
想作了发言。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肯定了上海
市各级国库在高效履职、促进预算执行、服务
社会民生中所做的贡献和努力， 并强调下阶
段国库工作重点要立足于提升国库服务质
效、完善内控管理、推进国库信息化进程、深
入调查研究、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希望各级
国库凝心聚力，开拓创新，谱写上海市国库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现场还举办了以 “不忘初心担使命 国
库服务惠民生” 为主题的国库知识竞赛活
动。 活动立足于上海市国库业务发展实际，
庚续红色血脉，内容涵盖红色国库史、国库

制度、国库监管与服务等多个方面，面向上
海市国库系统全体人员开展，分为初赛和决
赛两个阶段。 全市 16 家代理支库、108 人参
与初赛遴选， 最终由 18 人组成 6 支参赛队
伍进入决赛。 工行 3 支代表队准备充分、发
挥稳定，在比赛中发挥出了国库人应有的精
神和水平，分获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各 1 名和优秀个人奖 3 名。 竞赛活动不仅为
上海国库人提供了自我展示的平台，还有效
促进了国库干部职工对业务理论知识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系统内营造了争先创
优的良好工作氛围，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
促练，以赛聚力”的比赛初衷。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工
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将继续在人民银行上海
总部的组织带领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为推动上海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
库力量。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联合工商银
行上海市分行、农业银行上海市
分行举办 2021 年上海市国库
工作会议暨国库知识竞赛活动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近期，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联合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举办 2021 年
上海市国库工作会议暨国库知识竞赛活动。 人民银行上海总
部、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相关负责人出
席了国库工作会议。

有人拖着行李箱来采样

� � � �昨天下午两点左右，前往上海
市第十人民医院核酸采样点的市
民络绎不绝，核酸采样取管处有 20
多人在排队等候，其中还有拖着行
李箱直接过来的。

刚做完核酸采样的孙先生说：
“我刚刚从火车站过来， 顺道做个
核酸检测。 我在来的地铁上已经通
过医院的公众号预约了核酸检测，
付了费，过来就是取管、采样，几分
钟就搞定了。 ”

张女士 7 日下午返回上海，由
于公司要求离沪返岗需凭 48 小时
内核酸阴性证明，一到上海她就立
即赶去医院做了核酸检测。

看到有人发了核酸检测大排
长队的照片，一开始她担心无法及
时拿到核酸检测报告影响返岗，
“没想到我在 7 日下午 4 点多进行
的核酸采样，晚上 8 点多就出报告
了。 我提前进行了预约，去的时候
前面有近十人在排队等候，全程不
到十分钟就完成了采样。 ”

在现场，也有部分没有提前预
约的市民， 在根据核酸检测流程
图解当场预约缴费， 然后排队采
样。

据悉，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近
两日核酸检测人数明显上升，10 月
6 日检测量近 3000 人次，10 月 7
日检测量近 3500人次。 10月 6日
和 10 月 7 日， 岳阳医院的日单管
核酸检测量都接近 4000人次。

为应对“大客流”，岳阳医院
24 小时核酸检测点白天由原来的
2-3 个窗口， 增加到 6 个窗口；下
午五点后由原来 1 个窗口，增加到
3-4 个窗口。 医学检验科、医务处
和护理部增派了多名工作人员参

加核酸登记、采样及检测工作。 医
院党委组织安排了十余名党务条
线工作人员担任现场志愿者工作，
在采样点做好现场宣教、答疑及次
序维护工作，尽力缩短市民排队等
候的时间。

9 点采样 14点就可取单

� � � �建议大家提前在网上预约，按
预约时段前来采样，可以减少等候
时间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一般来说，上午 8 点
到 9 点、下午 1 点半到 2 点半是核
酸采样高峰，建议大家提前在网上
预约，按预约时段前来采样，可以
减少等候时间。 到采样点后也可以
进行预约，但如果就近时段已经约
满，就需要往后排，增加了等候时
间。

采样后多久可以取报告，是很
多匆匆返沪人员最为关心的问题
之一。

记者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核酸采样点看到，现场张贴了详细
的报告取单时间： 采样时间 9：00
前，取单时间为当天 14：00；采样时
间 9：01-11：30， 取单时间为当天
16：00； 采样时间 11：31-12：30，
取单时间为当天 17：00； 采样时间
12：31-17：00， 取单时间为当天
21：00。

在岳阳医院 24 小时核酸采样
点，上午 10 点前采样的，下午 3 点
可以取报告；上午 10 点后采样的，
隔 6小时可以取报告。

在上海宝藤医学检验所有限
公司采样点，早上 7 点到下午 5 点
之间采样的，6 小时出报告；下午 5
点到晚上 10 点采样的， 次日 8 点
出报告。

晨报记者 李晓明

国庆假期结束， 据文化和旅
游部消息， 今年 10 月 1 日至 7
日，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次达到
5.15 亿人次， 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70.1%。来自各大在线旅游企业发
布的国庆出游总结报告显示，出
游决策周期变短、半径缩小，周边
游唱主角成为今年国庆出游的新
特点。

出游返程时间提前

与以往国庆出游相比， 今年
国庆假期游客出行决策周期明显
缩短， 不少游客提前一周才预订
机票、制作出游攻略。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 今年国
庆假期， 全国机票单程均价为
821 元， 较去年同期 768 元增长
7%。 同时，在国庆假期前一周才
下单的机票预订显著提升， 国庆
前一周机票预订量相较上一周环
比提升 161%，大幅超越去年同期
环比增长 78%的幅度。

去哪儿数据也显示，2021 年
国庆假期呈现出“决策时间短、返

程提前”的现象。许多游客放假前
一周才预订机票、火车票，返程也
从往年的 5日提前至 4日。

同时， 今年国庆还出现节中
多条热门航线机票价格 “跳水”
的情况。去哪儿数据显示，9月 29
日至 30 日迎来假期首波出行高
峰，10 月 2 日至 5 日期间， 多条
热门航线票价“跳水“。

其中，成都 -北京、北京 - 海
口、长沙 - 西宁、贵阳 - 北京、上
海 - 广州等多条热门探亲、 旅游
航线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
2019 年国庆假期便宜三成左右。
低票价吸引下， 来一场三至四天
中短途游成为很多游客的 “捡漏
之选”，10 月 2 日出现假期第二
波出行高峰。

高铁旅游持续受欢迎

� � � �与以往国庆长假长线游集中
相比，今年国庆周边游、本地游唱
主角。

同程旅行大数据显示， 本地
游、 周边游为今年国庆假期主要
出游方式， 假期期间周边游订单
同比 2020 年增长 56%。 周边游

大热背景下， 高铁旅游也持续受
到欢迎， 今年国庆假期高铁周边
游均价 113 元、 跨省游均价 437
元。 最热门线路集中在京津冀、长
三角、大湾区、成渝都市经济圈。

途牛数据也显示， 相比于动
辄需要耗费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的
长线游， 只需占据国庆两三天时
间的周边游成为不少游客的选
择。 途牛旅游网数据统计，浙江、
江苏、广东、上海、四川、安徽、湖
北、北京、山东、陕西十地位列国
庆周边游热门目的地前十。

数据显示， 国庆出游人群主
要以 80、90后为主。 而对于 80、9
0 后的新手父母来说，带娃“出远
门”的挑战不小，于是国庆假期从
周边游开始。 途牛数据显示，国庆
假期携儿童出游的订单占比达
28%。 海南、浙江、江苏、广东、上
海、北京、四川、广西、华北连线、
安徽是最受欢迎的亲子游目的
地。

驴妈妈发布的国庆出游总结
报告也显示， 今年国庆周边游是
主流，10 月 2 日和 3 日迎来周边
游出发高峰， 错开返乡潮或错峰
出游趋势明显。

长假后市民返工返校核酸检测需求大，部分医院应对“大客流”增人增窗口

有医院可在采样后 4 小时取单
决策周期短、半径缩小成今年国庆出游新变化

提前一周才订机票，周边游唱主角
●

晨报记者 潘文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是很多国庆假期离沪市民的返
岗、返校“标配”。 国庆长假后，因为市民返工返校的核酸检测需
求量大， 各大医院的核酸采样点也迎来了高峰。 记者昨天了解
到，为应对“大客流”，部分医院增加人员、增开窗口。

那么，采样后多久可以拿到报告？ 需要预留多长时间做核酸
检测？ 如何避开长队？ 记者昨天进行了探访。

昨日，第十人民医院核酸采样点，市民排队做核酸检测。 /晨报记者 潘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