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一线防疫人员对于各类物资

的需求增大，黄浦区政协委员、罗森（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室高级经理张颖，

迅速联系面包供应商预定1200多个面

包与三明治，在物流紧张的情况下，发动

家人自驾车辆到仓库提货，一起护送25

箱食材，逐一送到打浦桥街道各点位。

这段抗疫经历让张颖有所感触。上

海连锁经营协会13家便利店会员单位，

在全市约有6000家店铺，疫情期间，这

些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稳就业、稳市

场，出台政策举措扶持加盟商户，对助力

抗疫起到了托底保障作用。如果这些企

业营运产生危机，就会从一定程度影响

到保供任务。

这两天，张颖在了解分析情况的基

础上，及时提交《关于优化疫情期间连锁

零售企业惠企政策的建议》，已被市政协

综合采用。

“市政协倡议广大政协委员勇担履

职责任，在特殊时期展现特殊担当。事实

上，我们政协委员很早就行动起来了。”

张颖的节奏也是全市广大政协委员

们的节奏。一方面积极发挥自身资源优

势，投身一线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则调研

基层和企业真实情况，努力为疫情防控

工作献计出力。

张颖如此列举：《上海市全力防控疫

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第9条指出，中小企业承租本市

国有企业的经营性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的，先免收2月、3月两个月租金；对间

接承租的企业，应确保租金减免落到实

处，使实际经营的中小企业最终受益。

而事实上，连锁零售业，尽管每个门

店是独立经营体，但注册法人都相同。而

企业规模划分是以法人为单位，因此，连

锁零售业通常会被归属为大型企业，无

法享受“租金减免”政策。实体零售企业，

一方面自身不能获得租金减免，另一方

面还要给租赁其商铺的中小企业减免租

金，经营压力巨大。

为此，张颖建议相关部门借鉴“沪

28条”中对于中小企业租金减免的扶持

政策，统筹考虑实体零售企业门店的经

营特点，对不同经营规模、不同经济类型

的连锁零售企业，尤其是品牌连锁超市

和便利店行业，实施“租金减免”政策，适

时调整和优化惠企政策，减轻企业压力，

提振连锁企业信心。

张颖也建议，将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点企业“就业补贴”政策拓展到连

锁零售企业，针对民生保障零售业，就

行业情况设置多种补贴标准，从而涵盖

零售行业的一线员工，发放补贴的主体

可以考虑市、区两级按比例共同承担。

“希望疫情散去，更多惠企政策能够落

到实处。”

通过调研持续聚焦稳市场主体提振企业信心

政协委员为保供献计优化惠企政策

昨天上午，市人大代

表赵建立通过代表建议系

统上传了一份建议：加强

举措，做好对居委会、菜

场、志愿者等关键人员的

防护。没想到，当天上午，

市人大就给予迅速反馈：

已有相关部门处理跟进，

有最新情况会及时告知。

“关键时期就需要这样的

高效率。”赵建立点赞道。

这些天，市人大代表

建议系统滚动“上新”。本

月以来，共有10位市人大

代表提交了10件关于疫

情防控的代表建议，其中

多件关注到了如何更好保

障服务好社区“大白”。

“大白”们的防
护一定要做到位

这几天，赵建立所居

住小区进入封控管理，但

他从未忘记身为一名人

大代表的职责使命——

为民发声、为民解忧。在

社区一线，他一方面积极

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一方

面利用自己在社区内测

核酸、取外卖的间歇，悉

心发现、捕捉问题，以一

名人大代表的视角，对社

区防控工作提出建议。

“社区‘大白’们很辛

苦，他们的防护一定要做

到位。”赵建立说，这些第

一时间支援社区防疫的

“大白”们，或临危受命，

或满腔热血。但同时，他

们也并非都是科班出身，

每天服务、接触的人很

多、流动性也大，是抗疫一

线风险性较大的岗位之一。据此，赵建立建议，

要进一步加强对居委会工作人员、志愿者，以及

社区“大白”们的防护培训和管理。

社区防疫中，居委会堪比小型“枢纽”。从

物资运送到医疗需求汇总，居民们的一切需求

都要在此“中转”。因此，居委会社工的防护也

特别重要。“应该提前做好各类紧急预案，确保

社区防疫工作不停摆。”赵建立说。

小区业主群为“大白”减负

保护好社区“大白”，就是夯实这场战“疫”

的坚实底座。全市层面，许多人大代表始终心

系社区“大白”。他们观察身边事、身边人，聚焦

着“大白”们的需求清单。

市人大代表刘新宇关注到“大白”们的另一

项任务——转运快递。对于这类重复性极高的

劳动，刘新宇建议组建专门的应急物流快递志

愿者队伍，还要推动智慧化应急物流快递发展。

还有代表关注到了小区业主群，建议：各居

民区能否成立由社区工作者担任群主的“权威

信息群”，确保信息传递更透明高效。这样一

来，为“实战”中的“大白”们减负，不必一遍遍重

复解释政策、传达消息，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还有不少人大代表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

驰援社区“大白”。杨浦区人大代表、上海邮电

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冯武锋选调

精兵强将配合上海电信做好健康云平台紧急升

级扩容，全力确保系统运行顺畅。同时，动员组

建防疫志愿服务队伍，前往四平路街道同济新

村等点位，全力支援街道核酸检测工作。

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穿梭于各居民区，普

陀区人大代表、甘泉路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李

波积极参与落实各项疫情防控举措。在封控小

区内，他化身“全能大白”，协助转运人员、安抚

居民、为需要血透的特殊病人寻找“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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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祝越 张晓鸣 王宛艺
通讯员 张成妍 朱文轩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记者 祝越

“字母歌菜单”、流动菜摊、小程序、买

菜App……上海持续推进切块式、网格化

筛查，居家市民买菜需求增多，为确保兜

住居民“菜篮子”，各方协力各显其能。

字母单：一一对应居民需求

近日，长宁区虹桥街道志愿者吴秉

和伙伴们坚持每天为封控楼栋的居民买

菜送菜，甚至推出了一张含有26个英文

字母的“字母歌菜单”，在该楼栋的微信

群里悄然走红。

上午7点，吴秉父子骑电瓶车来到美

天玉屏菜市场，采购鲜活鱼虾和海产，随

后赶往北陈巷菜市场，挑选果蔬、肉禽和

蛋奶。采买过程中，两张纸头被吴秉小

心翼翼攥在手心：一张是“字母歌菜单”，

另一张是居民“订菜单”。

“字母歌菜单”上，蔬菜、荤菜、水果、

面食、鱼类，包括牛奶和豆制品一应俱

全，且每个菜品或每一个套餐都由一个

字母来指代。其中，蔬菜、肉类分别有4

个套餐，水产品、面食也多达4种。

起初，吴秉编制的菜单中只有蔬菜

A、肉类B两个套餐。随着居民采购需求

增多，吴秉也不断丰富菜单，直至形成了

这张含26个英文字母的“字母歌菜单”。

采买完毕，吴秉便和儿子一起将这

些蔬菜水果分装打包，贴上门牌号，交给

值守在封控楼栋的“大白”，才算“唱完这

首歌”。

小程序：吃到当日鲜鱼全靠它

“终于吃上鲜活鱼！”闵行区马桥镇

银春苑的居民孙海霞兴奋不已，在微信

群里晒出美食。一条鲜鱼的背后，有着

多个环节助力——闵行区马桥镇近日加

急上线“古藤马桥电商平台”微信小程

序，积极协调企业商户保证供货，打通市

民与商户间的供需堵点，全力保障封控

小区市民的“菜篮子”和“米袋子”。

上午，孙海霞通过该电商平台下单

58元套餐，其中包含鲫鱼、芹菜、白菜、土

豆、猪肉等食材。快到晚饭时间，新鲜食

材通过志愿者的配送如期而至。

鲜鱼上架的背后，离不开“企业联络

员”高效协调。马桥镇物资保供专项专

班成员之一的李琴的手机上有17个专项

配送群，居民下单之后，她及时发现套餐

中蔬菜和鲜鱼需求量明显增加，立即联

系龙吴路批发市场相关摊贩，确保及时

供应。

李琴说：“我们积极对接供应商，做

好品类、套餐、价格、配送时间等细节衔

接，根据居民反馈及时调整，提供多种套

餐选择。” ▼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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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勇当抗疫队伍中可靠的中坚力量

春风化雨聚民心 勠力同心向春行
特殊时期，展现特殊担当。

他们来自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全市

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第一时间挺身

而出，成为抗疫队伍中可靠的中坚力量。

一方面，亮身份，有作为。将自己牢

牢钉在基层一线，带头在本职岗位上发

挥表率作用，以奋斗者的姿态和干劲冲

锋在前、迎难而上，各尽所能、各展所长，

积极协助做好防疫抗疫、服务保障、生产

经营、保供稳价等工作。

同时，他们牢记职责使命，充分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群众，广泛了解人

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急难愁盼，及时回

应民生关切，结合扎实调研科学思考，积

极建言献策，为科学抗疫、精准抗疫提供

决策依据。

春风化雨聚民心。哪里有民生所

需、民意牵挂，哪里就有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积极作为的身影。

勠力同心，向春而行。他们，广泛汇

聚起同心抗疫的磅礴之力，助力超大城

市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编者按

自上海部分小区实施封闭管理以

来，居民的一日三餐成了大家的牵挂。

许多政协委员走进农场、合作社等，采摘

蔬菜、包装运输，就是为了让居民们能吃

上“热乎饭”。政协委员们凝心聚力，把

履职尽责书写在抗疫主战场上，写在群

众心坎上。

江川社区派送了40份蔬菜、马桥

社区派送了50份、七宝社区35份、莘

庄社区30份、银桥小区配送200份……

深夜11点，闵行区政协常委、上海羊

鑫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玉娟还在为

派送蔬菜和水果而忙碌。不久前，刚从

小区解封出来的杨玉娟，一头扎进合作

社果蔬大棚和配送库房，带领10名合作

社员工，加班加点，昼夜采摘各种当季

蔬果，逐一整理清洗、装袋装盒，按照

封控小区需求安排车辆紧急配送。“把

新鲜果蔬送到居民手上，也算是为疫情

防控尽一点力”。

市政协委员、上海松丰蔬果专业合

作社社长张峰近日在朋友圈发了3张照

片，分别是在蔬菜装箱出货场地中忙碌

的员工、郁郁葱葱的蔬菜种植大棚和基

地车库中冲洗干净准备上货的菜篮子工

程专用车。张峰表示，他所在的合作社

承担了大量蔬菜保障供应的任务，为了

确保供应，他们团队奔走联络多地组织

货源，全力做好采收和销售对接，“抗疫

保供，我们一直在一线”。

疫情防控中，不仅要保障市民的“菜

篮子”，更要为一线防疫人员输送温暖。

市政协常委、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游

闽键，紧急协调购置了3万桶方便面，通过

市慈善基金会向社区基层核酸防控点的

防疫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定向捐赠。

游闽键表示，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

任，尽绵薄之力，通过切实可行的举动为

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是律所、律师，

更是政协委员的应有之义。

政协委员走进田间地头，让市民吃上“热乎饭”

“猪排可以直接炸吗？”“炒的话需要解冻再下锅吗？”在金山区

枫泾镇“平价套餐售后群”，第一批参加团购的50多位居民“抛”出

各种“售后问题”，供应商上海长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小

袁耐心地逐一回复：“大家烧制过程中有不懂的可以找我。”

为了让封控管理小区居民吃得放心、买得便宜，枫泾镇汇总

梳理了辖区内直供大型商超、商场的食品企业，经商量协调后，

将企业的“拳头产品”以散卖形式专供给小区居民。自3月22日

开始销售以来，已有300多户家庭入群，享受到“当天晚上一键

付款下单，第二天上午9点收到”的便捷。“快递已送到，大家查

收一下。”当快递到达小区门口后，企业售后人员总会在群里暖

心提醒一声。

“明天还有新套餐上线。”“大家如果还有意见和建议可以

反馈给我，比如口味上是否有什么特殊要求。”群里还有一位

特殊“客服专员”，她就是枫泾镇经发办主任赵艺，其职责是

跟踪居民餐饮需求，每天与企业共同完善平价套餐产品内容，

提高居民满意度。 ▼ 下转第五版

平价套餐售后群里
有位特殊“客服专员”

■本报记者 薄小波

徐汇区一家永辉超市果蔬物资供应充沛。本报记者 袁婧摄

打开保供套餐，除了种类齐全的新鲜蔬菜外，还有一枝绽放

中的桃花。

如此温暖的想法出自浦东新区新场镇的喜壤小院。最近几

天，这家企业正在为封控小区的居民紧急配送蔬菜、大米、鸡蛋

等。“我们会在每个箱子里都放上一枝桃花。”创始人王峰说，“桃

花季，大家没有办法看桃花，折一枝桃花放在里面，希望把春天

和希望一并带给隔离中的居民们。”

针对疫情期间的生鲜食品供应，新场镇作为浦东的农业大

镇已紧急动员，全力以赴投入地产农产品，特别是蔬菜的稳产保

供行动之中。

记者了解到，为了在源头确保货源充足，新场镇的农业合作

社一方面依靠自身基地生产，每天抢收抢种，另一方面通过市场

批量收购，确保封控小区居民的供应。在镇农办的牵头协调下，

各合作社相互联动，对农产品进行互补拼单，形成丰富多样、新

鲜及时的农产品供给。

其中，巧禾合作社不仅加强田间管理，加大农场的蔬菜采

收，增加供应，还增加了临时分拣点，加速打包和发货，尽量

缩短配送时间。 ▼ 下转第五版

紧急动员稳产保供
把春天和希望带给居民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昨天清晨，闵行区政协委员、上海工

会管理职业学院研究部部长邹卫民在微

信消息提示声中醒来——社区居民又给

他发来多条关于防疫抗疫的意见和建

议。他也结合自身调研，连续撰写提交社

情民意13篇，其中“试行新冠病毒荧光

定量自检”的“金点子”已经市政协报送

至全国政协。

哪里有民意牵挂，哪里就有政协委

员履职的身影和声音。市政协发出《关于

发挥政协制度优势 强化委员责任担当

助推打赢疫情防控大仗硬仗的通知》后，

在广大政协委员中引发反响，他们纷纷表

示，要勇担政治责任、履职责任、社会责

任、岗位责任，在特殊时期展现特殊担当。

以闵行区“亮就亮吧”政协委员微信

群为例，讨论声未曾停歇，委员们在观点

的碰撞中亮身份、亮智慧。据统计，参加

闵行区政协的各党派团体、政协委员共

提交疫情相关社情民意109篇，为科学

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核酸检测排队太长怎么办？一线防

疫人员工作强度大，如何兼顾安全和效

率？”邹卫民关注到核酸检测的痛点和难

点，想到通过自检方式优化检测策略。

“目前各地核酸检测数量急剧增大，

集中检测点人员集聚，存在一定隐患。同

时，现有新冠病毒荧光定量自检受冷链

运输等要求所限，严格限定在少量单位

使用。”邹卫民进一步探寻解题方案：“冷

链保存标准是什么？荧光定量自检在操

作层面可行性有多大？是否可以建立一

支有经验的冷链运输和有自检能力的预

备役，作为补充？”

邹卫民与多位一线工作人员和专家

连线讨论，经过逻辑严谨的科学论证，历

经11个版本修改，一份有理有据有建议

的社情民意便产生了。

一方面在核酸检测方面建言，对于

科技助力，邹卫民也有建议：抓紧探索运

用自动移液机等设备，破解实验室检测

人力短缺、时间过长等问题；对于场地，

他建议充分利用露天停车场等社会资

源；还建议加强疫情高风险地区样本检

测精细化管理，更快、更有保障地将样品

送到实验室。

在《通知》引导下，全市政协系统和

广大政协委员正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

言献策，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全力助推分

区分级分类疫情应对举措落地见效。邹

卫民表示，将多收集、多调研、多反映，力

求信息真实准确、及时有效，发出政协声

音、贡献政协智慧、助力抗击疫情。

“园区出现阳性病例，被隔离在单位

诸事不便怎么办？”“网格化筛查造成健康

云短时集中访问量骤增，无法顺利申请检

测码怎么办？”“封闭管理的小区买菜难题

怎么破解？”……闵行区政协委员贾利军、

李响、张强、戴立俊提交的《关于开展全

员核酸检测准备》的社情民意信息得到

区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作出回应。

政协委员们反映的社情民意涉及方

方面面：比如，丁嘉敏委员关注疫情防控

政策决策，建议建立中小学疫情分级管

控制度；颜志军委员建议提高国内80岁

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率。闵行区政协

也发出号召，用实际行动展现政协作为、

体现委员担当。围绕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认真履行委员职

责，发挥好社情民意信息的重要作用。

闵行区政协提交疫情相关社情民意109篇，多数得到采纳

政协委员提交“金点子”核酸检测增效率
■本报记者 祝越

▼政协委员加入核酸检测工作队伍。 制图：李洁

▲人大代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记者 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