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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闵行区人大代表周卓

强一直蹲守在古美路街道的“牌楼智

谷”党群服务站。他时而引导站点的

消毒工作，时而帮助搬运防护物资，忙

碌的身影一直没停过。

连日来，对于这样高强度的工作

节奏，周卓强习以为常。此前，他所在

的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已将辖区内6

个党群服务中心和“牌楼智谷”党群服

务站改造成为“大白”们的补给站。他

也成了“牌楼智谷”党群服务站的负责

人。从饭菜送达时间、站点消毒频次

到“大白”们的交通出行安排，都成了

他的关切事项。

古美路街道辖区面积6.5平方公

里，居住着近16.5万人，防控压力较大。
此前，街道接到多轮核酸检测任务。由

于街道本身医疗资源有限，因此跨区域

调拨了不少“大白”来支援。

以某天的核酸检测为例，近400名
“大白”同时开工。为做好他们的后勤

保障，街道想方设法“盘”资源。出于疫

情防控考虑，“大白”们不会在居民区歇

脚。一般情况下，学校等空间开阔的场

地会成为备选项。然而，考虑到许多

“大白”每天仅有数小时的“浅睡眠”，因

此他们希望能有一个更舒适的场所休

息，让他们安心“充电”，以更饱满状态

继续奋战一线。梳理一圈后，党群服务

中心、党群服务站等红色站点成了“可

用资源”。

首先，这些红色站点地理位置优越，

大多毗邻居民区，方便“大白”们的往

来。其次，各站点基础设施“过硬”，有的

嵌入了社区食堂，有的加载了健康小

屋。这样一来，“大白”们的充电、热饭、

热菜等需求基本都可以得到满足。有了

想法后，周卓强等红色站点负责人立即

连夜布置，协调食堂供应商、划分区域、

拟定出行路线，为“大白”们安排出休憩

场所。

在与“大白”们多日相处后，周卓强

更感佩于他们身上的强大精神力。“即使

一天核酸检测做下来，胳臂都酸得没力

气，他们还是照样干劲十足。”周卓强说，

这或许就是上海市民对待这场战“疫”的

态度——即便风大雨疾，也要时刻怀有

必胜信念，在平凡岗位上坚守，为打赢疫

情防控大仗硬仗作出自己的贡献。

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过硬”，红色站点变身“可用资源”

人大代表连日守护“大白”补给站
放下粉笔、暂离校园，长宁区政协

委员、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校团委书

记苗勇胜投身抗疫一线，志愿守护上

海“东大门”，参与第40批浦东机场防
疫志愿服务工作。

完成28天的浦东机场支援防疫
工作后，他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在隔

离期间在线解答学生的课业咨询与心

理疏导，策划并筹备以“抗疫精神”为

专题的主题团日活动，结合现阶段防

疫实际提交社情民意。

“我现在一个人，家里负担比较

小，得知浦东机场招募防疫志愿者，我

就报了名。”2月24日，苗勇胜来到了
浦东机场后勤保障组的新岗位。

每天上午7点至深夜11点，他与3
位组员一起负责生活物资与防疫物资的

配给统计与调拨申领、防疫工作人员的

餐食供应等任务。此外，他们还需要根

据各工作点位的需求，第一时间将防疫

物资及应急物资送往指定航站楼，为相

关同志提供后勤保障。

每天下班时已是半夜，苗勇胜并不

觉得辛苦。他说，充足的物资、坚实的保

障能够给予一线的防疫工作者们满满信

心，共同筑好“防疫墙”。

当前，苗勇胜正处于隔离期间，他与

10名同学保持着紧密的线上联系——
耐心解答信息科学相关问题，也鼓励他

们调整好心态，尽快适应新的学习节奏，

并叮嘱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学生们也

提醒他要做好防护。苗勇胜感叹：“情感

的交流是相互的，心里还是很暖。”

苗勇胜的志愿服务经历正成为孩子

们学习的榜样。作为学校团委书记，他

还在策划防疫主题团日活动，在线上分

享身边人的抗疫故事。

结合这一段时间学校老师们的在线

教学经历，他向长宁区政协提交了关于疫

情期间青少年教育的社情民意，建议引入

优质的“体育指导资源”和“心理辅导资

源”，保障在家上“网课”同学们的身心健

康；要加强对防疫一线人员子女的学习指

导和关爱，让他们更安心、更放心。

苗勇胜说，作为共青团界别的政协委

员，作为一名党员和青年教师，接下来还

将配合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引导学生们

做好在线学习，保持良好身心状态，凝聚

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定信心。

投身抗疫一线，参与第40批浦东机场防疫志愿服务工作

政协委员志愿守护上海“东大门”

疫情来袭，上海重大工程现状如何？记者昨天从有关

方面了解到，上海的很多建设工地正砌牢防疫墙，应对“防

控+施工”双重挑战，确保重大工程顺利实施。

项目分类施策，保障节点目标总体受控

重大工程对稳增长、惠民生起着重要作用，有力支撑了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面貌进一步提升。上海城投集团

今年承担着漕宝路快速路、白龙港扩建三期、固废处置中心

（二期）等一系列民生保障类重大工程建设任务，企业一边

抓疫情防控，一边抓建设发展。目前，在建项目有序推进，

储备项目持续深化，暂停项目停建不停“工”。预计一季度

可完成重大工程投资约67.2亿元，占市下达城投集团年度
投资计划的22%。

面对疫情，北横通道东段、竹园污水四期、老港污泥处理

等重大项目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保持连续施

工，保障节点目标总体受控。各项目采取封闭管理，严格管控

人员流动，做好健康观察、场地消杀、生活保障。在智慧管理

上，上海城投开发了“疫情防控信息系统”，第一时间收集统计

工地现场作业人员疫情防控信息；依托“智慧工地”建立智慧

门禁识别系统，管好门，管好人。在后勤保障上，统筹安排做

好各类防疫、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努力将疫情影响降至最低。

据悉，合流污水一期复线、G318沪青平公路改建工程
（方厅水院段）等筹划新开项目，持续深化方案研究和手续办

理工作，力争按照一季度既定节点开工。暂时停工项目建立

线上联络机制，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召开例会，筹划后续工

序安排，深化施工方案，为后续复工快速复产作好充分准备。

▼ 下转第三版

上海重大工程严防疫稳施工

上海当下正处于疫情防控最吃劲

的关键阶段，“菜篮子”能否拎得稳，成

了市民们最大的牵挂。如果菜价“扶

摇直上”，那么，相关经营者可能就有

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嫌疑。

最近，有网友反映，高岛屋超市一

棵白菜售价高达77.9元。市市场监管
局于当天迅速展开调查，昨天给出了

反馈：对高岛屋百货公司处以50万元
的处罚。

事实上，市市场监管局、市发展改

革委已于25日联合下发《关于疫情防控
期间认定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并立刻执行，明

确不得借疫情之机获取不当超额利润。

价格欺诈，高岛屋未对
商品售价审核

一棵白菜77.9元？从网友提供的
照片看，在上海高岛屋百货公司，一棵

包装日期为3月24日的大白菜售价竟
为77.9元，一捆包装日期为3月24日
的芹菜售价也达到43.6元。

这个价格是精品价，还是有哄抬

价格之嫌？市市场监管局迅速展开调

查。经查，自2020年9月起，当事人汪
某以上海农康蔬菜专业合作社名义与

高岛屋百货公司签订联销合同，在高

岛屋经营的“MercatoFresco新鲜市
集”内设置“徐泾农康”专柜销售蔬菜

等产品，然后玩起了低买高卖的游戏：

将农贸市场和生鲜小店等处购入的普

通蔬菜进行分拣、包装后，对外宣传

“您身边的大型农场，距此车程25分
钟”，以精品高端的定位高价对外销

售。而高岛屋百货公司未对上述内容

进行审核。

另查，自今年2月14日起，高岛屋
“MercatoFresco新鲜市集”陆续对其
销售的翡丽百瑞特级初榨橄榄油、小

川稻庭手工素面、NorthShoreF冷冻
龙虾味鱼丸、崛江稻庭手工乌冬面等

8款商品开展促销活动，但现场标价
签标注的所谓“原价”均为虚构。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汪某及高岛屋百货公司的相关行为涉

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相关规定，

构成价格欺诈违法行为。市市场监管

局已分别制发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对汪某处以10万元的顶格处罚，对高
岛屋百货公司处以50万元的处罚。

哄抬价格，最高可罚300万元

“菜篮子”关系民生，一升一降牵动民心。特殊时期，受成

本、运输等影响，近期上海的菜价出现波动，但若是借疫情之

机，恶意串通涨价，获取不当超额利润，那就涉嫌违法。

记者注意到，《意见》明确了涨幅认定标准，关键点在于

“进销差价率”。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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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展其能，让市民买菜不用慌不用抢
各区因地制宜推出一批兼顾线上线下的购买渠道——

黄浦区
老字号开微店，“春天的味道”直通“家门口”

腌笃鲜、鲜肉小笼馒头、手剥河虾仁……居家时想念这

一口时令之鲜，怎么办？

日前，包括上海老饭店、德兴菜馆、南翔馒头店等在内

的多家上海老字号集结，除借助外卖平台持续供应餐食外，

还首次开通了联合微店，每家老字号拿出5至10款拳头单
品及招牌组合套餐，专供各大社区。

为保障订单能准时送到居民手里，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各

家老字号的工作人员就要开始根据前晚的订单汇总情况来分

配各自任务，消毒、清洗、分拣、烹饪……保证口感与安全。

考虑到社区居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挑选口碑好、宜配送的

产品，兼顾选择一些相对易保存、易自我加工的产品上线。

长宁区
5元葱姜蒜套餐更添滋味，令居民交口称赞

18日上线以来，一个专为全区居民打造的订菜平
台——“美天菜小睿”成了“爆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民居

家买菜难的问题。随着订单增多，小程序也相应进行升级改

造，丰富选购套餐，增设客服服务，解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

打开“美天菜小睿”小程序，选购套餐由原先的2种平
价套餐增加到了4种。原有的50元、100元套餐包含了荤
素河鲜，新增的140元套餐增加了崇明大米，而一个售价仅
5元的套餐则令居民交口称赞，这个套餐里包含了葱姜蒜，
解决了缺少配料的烦恼。小程序还将上线鸡汤套餐，让居

民餐桌更丰盛。上述生鲜食品主要来自沪郊崇明、金山等

区，通过种植基地直采方式，保证了产品的品质及新鲜度。

杨浦区
技术赋能“盘”出运力，平价销售平抑菜价

杨浦区在线新经济企业积极作为，通过技术赋能帮助

解决买菜难。

达达集团旗下即时零售平台“京东到家”为超市、生鲜等

重点保供商家提供一对一运营沟通服务，每天实时跟进，而

在即时配送端，达达快送持续升级应用，进一步提升配送效

率。美团则快速启动保供应急机制，加大备货力度，目前相

关站点的商品库存加倍，供给稳定，全力保障市民物资需求。

杨浦区商贸集团积极联系多方供应渠道，连夜采购白萝

卜、土豆、青菜、卷心菜、西红柿等十余类蔬菜30余吨，设立
应急仓库用于储备，及时分配给各菜市场，以低于现市场零

售价30%至50%的平价销售，平抑菜价，解决居民燃眉之急。

静安区
社群下单应急配送，直供“餐桌上必备品”

社群下单，应急配送！针对部分封闭小区，辖区内各超

市卖场如大润发等在特殊时期开设了社区集单服务，通过

无接触配送，为小区内居民直供各类生鲜果蔬及生活物资。

以大润发闸北店为例，从3月上旬进入抗疫保供状态
以来，动态调整生鲜、米面粮油、绿叶蔬菜等的进货数量和

频次。“物资充足，我们直接从厂里发货到店里，再直供居

民。”在线上订单激增的情况下，超市方面积极扩充人手，保

障运力，配合街道、社区，推出民生物品应急配送服务通道。

同时，静安区商务委还联合叮咚买菜、盒马鲜生等电商

平台，启动应急保供工作，为居民提供特供套餐的订购配送

服务。

普陀区
上“官微”买菜，老人在家也能享受同等体验

很多老年人钟爱线下买菜，是因为菜场里所见即所得，

“小菜实惠、新鲜、及时”，如何让老人在家也能享受同等品

质和购物体验？普陀区在“官微”开辟了买菜区。

居民在“上海普陀”微信公众号与“上海普陀”App上购
买套餐。目前配送的套餐每份30元，每种包含3种蔬菜，20
份起送，免配送费。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楼组长或志愿者等相关人

员可根据辖区居民需求，填写提交订单，次日送达。

居民也可登录“永昌集市菜小睿”微信小程序。永昌集

市由老式菜场华丽转身为“网红集市”，疫情之下发挥保供

功能，向周边居民提供菜品组合套餐。

宝山区
蔬菜重镇产地直发，有鱼有肉包配送

在宝山区罗店镇，送到居民家的蔬菜不仅可以当日达，

还有可能是当日采摘的。这里是上海的蔬菜生产重点镇，

罗店镇农副公司积极组织镇域各大合作社，搭建网络销售

平台，推出“蔬菜安心包”和配送服务。“安心包”内的蔬菜都

由各合作社当天一早采收，打包配送，订购信息在“群接龙”

小程序每周发布两次。

宝山区根据各涉农镇生产保供特点及配送能力，组织农

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结合动态封控情况提供片区化配送。

通过采取点对点，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供应模式，对附近重点

封控小区，就地、就近提供配送服务。目前，各涉农镇均已上

线配送服务，已为超过50余小区配送2000余份蔬菜安心包。

徐汇区
“疫起买菜”，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买到新鲜蔬菜

辖区内菜场商超菜品较充足，在徐汇区商务委统筹

下，一些街镇联合有关平台、商家，为居民推出线上买菜

小程序“疫起买菜”，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买到新鲜蔬菜。

以康健街道为例，已联系康健地区6家超市和菜市
场，居民线上采购，超市和菜市场会按照责任区域进行

配送。

上线至今，买菜小程序已经复制推广到包括康健、斜

土、田林等5个街道，闵行区5个街镇以及浦东新区2个
街道，覆盖290个居委会，近百万居民。累计订单逾1万
单。眼下，小程序功能在持续优化，帮助供应商提高拣配

效率。

虹口区
摊主们建起“送菜群”，发挥邻里互助力量

辖区内不少菜场探步“云上”，尝试开通买菜小程序

或者App下单。
譬如三角地菜场，是虹口区老字号品牌。眼下，其

网上菜场推出了系列保供套餐，蔬菜的种类包括娃娃

菜、青菜、黄瓜、胡萝卜等，都是从基地直接采购的农

产品。平台的配送范围覆盖全区，当天下午4点前下单
隔天送达。

而在居民区附近的菜场，摊主们也建起微信“送菜

群”，推出一批性价比较高的套餐，向周边小区就近配

送。“留好菜商的微信、电话，或者请物业、居委会等人

员组织代买，都很方便。”有居民这样点赞。

闵行区
居民区、工地、企业、公寓，物资保障链全覆盖

闵行区将买菜这件事切块、细化到街镇级别来设计。

生鲜商超有稳定货源和物流配送能力，而街镇各级单位则

根据民生需求，开发出线上线下多种服务模式。

比如,莘庄镇、新虹街道、江川路街道开启“快团
团”“永辉go”“华润万家”小程序等诸多线上接单模
式，为辖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物资的采买配送服务，分

别针对居民区、工地、企业、公寓，形成物资保障链全

覆盖。

还有一些街道则选择与周边菜市场合作，居民居家订

购生鲜，一键免费送货上门。目前有六种套餐可供选择，

可以满足不同个人及家庭需求。

疫情之下，哪里能买到价格实惠

的果蔬，究竟是线上快还是线下快？

每个区域有各自的特点和商业

生态，周边居民也有不同的买菜习

惯，加上当前部分居民区正处于封闭

管理中，买菜多少受到影响。

对此，各区因地制宜推出一批兼

顾线上线下的购买渠道，让居民在哪

里都能吃饱、吃好。有的创设买菜小

程序，集纳供应及配送资源；有的在区

级官方微信号开辟买菜区，老字号餐

饮店兜底保供直送社区；有的，通过社

群下单，丰富套餐品种。总之，各展其

能，让市民买菜不用慌、不用抢。

■本报记者 周辰 王宛艺

制图：李洁

①多家上海老字

号开通联合微店，图为

即将上线微店的德兴

菜馆青团。

②③徐汇区一家

永辉超市的果蔬区物

资供应充沛。

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④浦东新区一家

电商平台超市的生鲜

前置仓内，快递小哥为

市民取菜送货上门。

本报记者 陈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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