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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菜上门附赠一个
“春天”

新场稳产保供守住居民
“菜篮子”
■本报记者 须双双
宅 家 时 间 久 了 ，新 鲜 蔬 菜 纷 纷“ 告
急”？针对蔬菜供应问题，这段时间，新场
镇有关部门在守好防疫安全线的同时，全
面投身疫情期间地产农产品特别是蔬菜
生产稳产保供行动，多措并举，合力攻坚，
为居民的“菜篮子”
“ 米袋子”贡献新场力
量。

接单不停 送菜附赠桃花
平均每天接单 1000 单，销售额超过
10 万元……这几天，上海巧禾合作社为保
供稳供忙碌不停。合作社加强田间管理，
加大农场蔬菜采收，增加供应，将蒋桥村
540 号作为临时分拣点，安排村民打包分
拣，加速发货；并联系附近农户，帮其销售
农产品；同时，合作社与上海集美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合作，补充采购肉类和本地瓜
果蔬菜，就地临时分拣，尽量缩短配送时
间。
针对封闭小区，合作社开启浦小咚小
程序线上商城，手机一键下单，次日送货
上门；安排本合作社自有车辆，进行浦小
咚商城团购订单集中配货；对接货拉拉、
快狗等物流公司进行专车直送小区；对接
顺丰和京东物流，将产品直送客户。
喜壤小院别出心裁，通过群接龙小程
序建立社群在线上为城区市民配送蔬菜、
大米、鸡蛋与鸡，每天发货 100 余单。为
了防止生鲜食品在小区门口挤压变质，合
作社选用货拉拉代替快递公司直接送货。
送货时还会在每个箱子里都放一枝
桃花，喜壤小院负责人王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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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
市民朋友们。

多措并举 保障丰富供应
上海新凤蜜露果蔬专业合作社每天
组织人员抢收蔬菜，同时对抢收完的空地
及时抢种，目前已抢种约 500 亩，确保后
续蔬菜供应。
此外，
新凤合作社、
上海桃咏桃业专业
合作社、上海蓓佳果蔬专业合作社分别和
其它合作社联动，互补拼单各自特色农产
品，形成丰富多样、新鲜及时的农产品供
给。目前，
产品主要有本地的青菜、
生菜、
小
番茄、
大米、
玉菇甜瓜、
鸡类、
咸菜等，
市民可
以根据需求选择，
合作社进行组合配送。
上海桃咏桃业专业合作社总经理何明
芳介绍，
疫情期间即使物流服务有影响，
只
要相关小区有需求，合作社的运输车就可
以把农产品送到封闭小区门口。据统计，
桃咏合作社已配送 1.6 万余箱农产品。

不囤积惜售，
不恶意哄抬价格
新区农业农村委发出蔬菜保价稳供倡议
本报讯 （记者 沈馨艺）3 月 25 日，新
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向全区蔬菜生产企业
发出倡议，保持田头合理交易价格，不囤
积惜售、坐地起价，同时迅速组织力量，抓
好在田蔬菜的抢收和销售上市。
倡议书提出，蔬菜等农产品是疫情防
疫的重要物质，畅通渠道、稳定价格、保障

供应，是每一个蔬菜生产企业、每一位菜
农应尽的义务和应担的责任。希望浦东
所有的蔬菜生产企业，共同为全区乃至全
市的蔬菜生产稳价保供做出贡献。
同时，为保障蔬菜的稳定供应，浦东
新区农业农村委将组织力量，抓好田蔬菜
抢收和销售上市工作，并加强对常年菜田

和空闲土地的排摸，加强田间管理，及时
抢种一批速生绿叶蔬菜，确保后续市场的
稳定供应。
倡议书一经发出，立刻得到了 86 家
农业合作社的积极响应。大家纷纷做出
承诺，接受价格指导，承担社会责任，稳价
保供应。

“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
川沙为医务人员赠送农产品
“大礼包”
■本报记者 沈馨艺
“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全体
川沙百姓感谢你们。”3 月 24 日，川沙新镇
党委副书记苑学武带队，将 1500 份爱心
农产品大礼包送往浦东人民医院，并向全
体医护人员表示慰问与感谢。
当天早上 6 点，川沙新镇农投公司里
就呈现一片忙碌的景象。数十名工作人
员不停分拣、打包着各种农副产品。期
间，还有一批批新鲜采摘的蔬菜陆续送
来。
川沙新镇农发办主任唐红介绍，此次
送往医院的农产品大礼包中包括大米、鸡
蛋、青菜、橙子等，每份约 20 斤重，可满足

一个家庭一周的生活所需。
“ 为了保证蔬
菜新鲜直达，农户们从早上 4 点就开始采
摘，志愿者从 6 点开始进行分拣包装，确
保所有新鲜蔬菜当天送到每名医护人员
的家中。”
据了解，此次送给医院医护人员的
农产品都来自于川沙镇域内的农业企
业、合作社。前期，川沙新镇向各家农业
企业发出召集令，希望大家能尽己所能
提供一些农产品。对此，各农业企业一
呼百应。
当天下午，第一批 1000 份爱心蔬菜
大礼包就“搭乘”专车送往了浦东人民医
院。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祁炜罡告
诉记者，自上海启动网格化筛查以来，医

院广大医护人员众志成城，勠力同心，几
乎每天通宵达旦，
奋战在抗疫一线。
“这些礼包来得非常及时，对于政府
的这份援助，我们备感温暖和鼓舞。”他
说，
“ 我们也会通过工会尽快地把所有物
资发放到所有医护人员手中，让他们感受
到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
后续，川沙新镇还将继续为辖区内的
浦东中医院和属地的 3 个社区卫生中心
送温暖。
苑学武表示，截至目前，川沙的企业
与百姓已经自发送来了不少基层急需的
物资，
“接下来，我们将及时把这些爱心物
资分发到各个封控小区，分发给广大的志
愿者，
让更多人感受到
‘川沙温度’
。”

守牢防疫一线 警方全员出动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潘东晔
这几天，上海开展重点区域核酸筛查
及非重点区域抗原检测，浦东公安分局全
警出动，坚守防疫一线，全力维护现场秩
序。
3 月 26 日 6：30，惠南镇城南村村民陆
续来到设置在村委会的核酸检测采样
点。提前到岗的惠园派出所民警陈军伟
发现，现场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当即建议
已做好准备的医务人员提前开始。
不久，村委会门口的队伍越来越长。
陈军伟马上指导工作人员改变排队策略，
直接在村委会的大院子里开辟出等候区，
通过提前放人进入院子进行蛇形排队等
候，来减少外面等候的人数。这么一来，
在一批人进行现场采样的同时，一批人可
以进入院子提前做好准备，另一批人就在
村委会外面排队，大大加快流转速度。
当天，南码头路派出所副所长王斌与
民警周旭鸿也提前来到了辖区临沂路一
核酸检测点上做起了准备工作。
“医生，防
护服穿起来不容易，我来帮你。”王斌发
现，部分医护人员正拿着透明胶带，对防
护服袖子与橡胶手套间的连接处做封闭
处理。由于医护人员戴着手套，自行操作
不太方便，王斌与周旭鸿便帮忙进行捆
绑。在核酸检测现场，王斌与周旭鸿也做
起了有心人。他们发现检测点的出入口
并不清晰，之后他俩一起，用锥桶对现场
进行分区分流，并在等待区、采样区贴好

今年中考定于 6 月 18 日至 20 日
若受疫情影响变动另行通知
本报讯 （记者 符佳）上海市教育考
取志愿填报由区招考机构组织，
学生在报
试院日前发布《关于 2022 年本市高中阶
名所在区参加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跨区
段学校考试招生工作的实施细则》，明确
报名的学生在跨入区参加志愿填报和投档
今年中考于 6 月 18 日至 20 日举行，若受
录取）“
。名额分配到区”
招生录取可以填报
疫情影响变动另行通知。
1 个志愿，
完成中招报名的学生均可填报。
具体考试安排为：6 月 18 日上午考语 “名额分配到校”
招生录取可以填报 1 个志
文、
下午考综合测试笔试，
6 月 19 日上午考
愿，
仅限不选择生源初中在籍在读满三年
外语笔试、
下午考数学，
6 月 20 日上午考道
的应届初三学生填报。统一招生录取可以
德与法治、下午考历史。本市高中阶段学
填15个志愿，
含普通高中学校和中职校。
校招生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作为
根据日程安排，5 月下旬，市教育考
录取的基本依据，
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
试院及各招生学校公布高中阶段学校自
语、道德与法治、历史、体育与健身和综合
主招生、名额分配综合评价招生计划和方
测试（含物理、化学、跨学科案例分析、物
案。6 月 18 日至 20 日进行中考，7 月 30 日
理和化学实验操作），总分 750 分。其中， 发布中考成绩、综合考察成绩和高中阶段
物理和化学实验操作先于 5 月 14、15 日开
学校招生各类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8
考，
外语听说测试于 5 月 21 日开考。
月 10 日区招考机构公布普通高中录取分
《实施细则》明确，
本市高中阶段学校
数线，开通统一招生录取结果查询，高中
招生录取分三个批次进行，
依次为自主招
学校开始发放录取通知书。
生录取、
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
统一招生
需要提醒的是，
符合报名要求回户籍
录取。志愿填报统一在学业考试后、成绩
或居住证登记地址所在区参加中招报名
发布前进行。其中，
自主招生录取志愿采
的学生，
在学籍所在区参加学业考试和特
取网上填报和书面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
教学业考试。返沪生、往届生在报名区参
行。名额分配综合评价录取和统一招生录
加学业考试和特教学业考试。

人社部门聚焦疫情保障重点企业

3 天输送 100 余名物资配送人员
■本报记者 章磊
为助力做好生活必需品特别是主副
食品的配送工作，
缓解疫情保障重点企业
盒马的招工难、用工荒，浦东人社局第一
时间为盒马提供系列服务。
据悉，浦东人社局一方面通过微信
推送急招信息，另一方面牵线优质人力
资源公司，批量输送人员。通过供需排
摸、精准匹配，对接企业，浦东人社部门
搭建了盒马鲜生与上海侨邦劳务服务有
限 公 司 之 间 的 合 作 平 台 。 3 月 24 至 25
日 ，侨 邦 劳 务 为 盒 马 的 48 家 门 店 储 备

103 人，并陆续到位；3 月 25 日，侨邦劳务
接到盒马紧急通知，由于浦东新区疫情
封控，盒马邻里自取门店急需 40 人，涉
及多个街镇。26 日凌晨 1 点，40 人全部
安排到位。
据悉，截至 27 日，三天内，侨邦劳务
共计为 65 家盒马门店补充了 100 余人。
近段时间，
浦东人社局时刻关注了解
企业对接动态情况，提供相关即时支持，
为盒马等重点企业的招聘保驾护航。浦
东人社局表示，
继续把疫情保障重点企业
需求放在突出位置，
着力解决重点企业用
工难，
全力助力保障基本民生。

“全家捅”，
一个都不能漏
■本报记者 李继成
“你捅鼻孔了吗？”“抗原检测”刷屏
网络，
“全家捅”成了新的
“网络词”
。
发放试剂盒，
示范操作流程……刚刚
过去的这个周末，宣桥镇开展抗原检测，
各村居全力以赴，
不漏一户、不少一人。
枫庭居委总结前期核酸检测经验，
安
排楼组长上门宣传告知并对出租房人员
情况进行排查复核。同时，按照分块区、
移动式扫楼的方式，按楼栋叫号，居民在
楼组长带领下有序领取试剂盒回家自测，
并在规定时间内返还试剂盒，
反馈测试结
果。考虑到小区内老年人较多，
居委还特
别安排了青年志愿者提供指导帮助。
“我们第一时间将官方发布的自测教
程视频转发在业主群，让大家学习了解。
针对一些年纪大、自测有困难的居民，安

排志愿者现场教学，
帮助他们完成检测。”
枫庭小区居委会主任王勇介绍，
针对一部
分行动不便、卧床不起的特殊人群，居委
还提供上门检测服务，确保做到应检尽
检，
不少一人。
“老伯伯，你们家一共 5 口人，都在家
吗？两间出租房的人员有没有变？我再跟
您核对一遍。”
“拆棉花棒的时候小心别拿
反，
头仰起来，
左右鼻孔各捅五下……”化
身
“大白”
的腰路村工作人员陶锦绣一进村
民老潘家的院子，
嘴和手就一刻不闲。
核实确认户籍人员情况、登记新增来
沪人员信息，
一遍又一遍讲解指导检测方
法，安抚个别村民的紧张情绪，陶锦绣和
伙伴王晓婷分工协作，
配合默契。一名来
沪人员表示，上午接到通知时，还有些担
心，没想到工作人员会挨家挨户上门指
导。

抗原检测怎么搞？

沪东
“扫楼三人组”发力
民警身穿防护服维持核酸检测现场秩序。
标线，为检测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7 点核酸检测准时开始，居民与沿街
的商铺的工作人员们纷纷前来进行核酸
检测。看着队伍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王
斌则在一旁呼喊起来：
“请大家排好队，提
前准备好健康云二维码。”
“请提前扫码填
好信息，可以节约时间。”一遍遍地重复只
为让居民的检测变的高效而有序。一旁
的周旭鸿也没闲着，他一边引导居民排
队，一边则提醒着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
直到下午，核酸检测点上的群众依然络绎
不绝。就在这时，王斌看见了一位步履蹒
跚的老人独自来做核酸采样，便主动上前

□浦东警方 供图
协助。由于老人忘带手机，身份证也没
带，没办法填写相关的核酸检测信息，在
他的协助下，老人联系上家人，送来手机
顺利完成了检测。
当天在核酸检测采样点上发生的故
事还有很多。早上正在辖区巡逻的永泰
路派出所民警余文超，发现一辆运送医护
人员的大巴停靠路边，一群“大白”在大巴
附近忙碌。原来他们是来这边小区开展
核酸检测的，却不料小区门口较小，大巴
无法驶入，只得将大巴车上物资搬运下
来。余文超二话不说，一起上前帮忙搬运
核酸检测物资。

本报讯 （记者 黄静 通讯员 潘韵
雯）昨天凌晨，在 800 余名一线工作人员、
近 300 个工作组的助力下，沪东新村街道
辖区的 52 个小区、8.8 万名居民完成了新
冠抗原检测。
根据统一部署，街道从 3 月 26 日起对
辖区所有人员进行 1 次抗原检测。时间
紧，任务重。当天上午，街道一线工作人
员接受培训，并于下午 2 时下沉至各小
区，将培训细节、关键点逐一与小区志愿
者对接。
“这次工作，党员先上。”在各小区培
训现场，
这句话成了开场白。在朱家门小
区，在职党员志愿者老陈早就作好准备，
学习操作测试流程，
并总结了
“洗、捅、搅、
捏、滴”的
“五字口诀”，
方便提醒居民。
3 点整，
由街道机关事业下沉人员、
志

愿者、楼组长组成的
“扫楼三人组”开始工
作，
52 个小区内近 300 个工作组同时行动。
深夜，浦东大道 2970 弄某高层住宅
楼即将进行检测，这是一幢 18 层的高层
住宅，一梯 8 户，共有 144 户家庭、300 位
居民。为了加快检测速度，
工作组先利用
楼宇微信群，通知每户派出 1 名代表，分
批次在一楼电梯中庭进行快速培训。
“一
轮培训结束，我们登记好住户的信息，然
后让户代表领好自家的 自测盒上楼 检
测。”
“扫楼三人组”负责人小杨介绍，
“我
们以楼层为单位清户，3 个人分楼层收集
核实检测结果。”
在回收复核阶段，
“扫楼三人组”逐一
解答居民的疑问，
手把手辅导存在操作困
难的家庭，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等特殊
群体，
工作组代为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