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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消保委：神马专车、滴滴出行多算路程比例高

“你怎么在这里？ ” 抗疫路上最美邂逅
“蓝精灵”化身暖心“大白” 守护居民平安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你怎么在这里？”

临江新村 （一、 二村） 门口， 上海

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友谊路派出所社

区警长徐俊一眼认出了忙碌的妻子

的身影， 二人来不及互诉关心， 就

匆匆开始各自忙碌……

身为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友

谊路派出所社区警长的徐俊在此次

临江新村 （一、 二村） 疫情防控中

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 月 22 日， 他得知该小区可

能存在风险， 需要进行排查时， 第

一时间赶往现场， 与居委会及其他

相关部门联系小区居民抓紧回来进

行核酸检测， 尽其所能地减少可能

发生的二次传播。

1 月 23 日一早， 恰逢值班的

徐俊顾不上昨日加班的疲倦， 再次

赶往现场， 维持秩序。 经过前一天

的安抚， 小区居民已经定心了许

多， 再次看见徐警官， 他们都竖起

了大拇指， 虽然没有言语， 但是大

家都知道， 这是互相最真挚的鼓励。

在现场， 徐俊看见了一个熟悉的

身影， 她一边忙碌地帮防疫人员一起

递送资料、 物品， 顾不得休息一下又

去和志愿者解答居民问题。 “你怎么

在这里？” 转过头来徐俊见到的是那

张最熟悉的脸———徐俊的爱人、 宝林

四村居委会书记樊绿沁。

“街道临时调配， 我被安排来帮

忙了。” “孩子呢？” 徐俊和樊绿沁有

一个 1岁的孩子， 由于平日里工作比

较忙， 两人只有到双休才能陪同孩子

嬉戏玩乐。

“放心， 爸妈带着呢， 他们都很

支持我们。 那个居民好像找你有事

儿， 我去边上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

的。” 还没互诉关心， 两人又各自忙

了起来。

为了应对本次疫情， 1 月 22 日

至 23 日晚，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先后抽调百余名警力， 全力配合防疫

部门开展各项防控工作， 此刻“蓝精

灵” 化身暖心“大白”， 继续守护着

居民的平安。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2020 ?， 上海市

消保委受理网约车相关消费投诉

共计 586 件， 其中 1/4 涉及到计

费纠纷。 有些消费者会反映某次

网约车订单计费不准， 与预估或

者经验存在偏差， 但消费者个体

往往很难提供确凿的证据。 为

此， 近期市消保委对本市的网约

车平台计程计时开展了比较试

验。 结果显示， 在 110次模拟乘坐

中， 有 57 次被多算路程， 40 次被

多算时间。

从平台来看， 计程误差不符

合规范次数最多的依次为首汽约

车 （5 次）、 曹操出行 （5 次） 和神

马专车 （5 次）。

计时误差不符合规范次数最

多的 4 家平台， 分别为神州专车

（11 次）、 斑马快跑 （7 次）、 首汽

约车 （6 次） 和曹操出行 （6 次）。

针对此现象， 市消保委建议相

关监管部门加强对网约车企业的培

训， 督促其履行计程计时的主体责

任， 定期对系统进行校准， 推动行

业相关标准和规程、 规范的修订与

优化。

此外， 消保委建议消费者选择

有网约车运营资质的正规企业服

务， 如遇消费纠纷， 保留截图、 录

音、 消费凭证等证据， 以供后期维

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由于当前已进入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期， 为切实贯彻

市委、 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

部署， 引导更多青少?留沪过?，

1 月 23 日， 团市委、 市青联、 市

学联和市红理会联合发布 《上海青

少?留沪过?倡议书》， 向全市青

少?发出倡议———从我们每个人做

起， 非必要不离沪、 非必要不出

境！

除了倡议， 上海共青团还为留

沪过?的青少?， 尤其是留沪的外

来务工人员、 大学生、 快递外卖小

哥和各类困境青少?准备了福利“大

礼包”。 自 1 月中旬起， “关心关爱

春节留沪青少?集中行动” 已陆续启

动， 将于近期全面展开。

集中行动由青春暖阳、 青春益

学、 青春爱岗、 青春益友、 青春志

愿、 青春伙伴、 青春旅途、 青春益趣

8 个版块组成， 具体包括： 为 4000

余名困难青少?送上一份慰问金和一

封慰问信； 帮助 2021 名小朋友实现

微心愿； 为 1500 名春节期间坚守岗

位的重点项目工地建设者及环卫、 交

警、 医护等一线岗位青?提供暖心大

礼包； 为快递从业青?发放爱心防疫

物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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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增3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黄浦区贵西小区列为中风险地区

遇到“大白”敲门 还请尽量配合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卫生健康

委主任邬惊雷介绍 ， 1 月 23 日

0-24 时， 本市报告 3 例本地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新增3例本地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

病例 1 常住黄浦区， 与 21 日

确诊病例同住一小区， 作为相关人

员排查对象被筛查发现。 综合流行

病学史、 临床症状、 实验室检测和

影像学检查结果等， 诊断为确诊病

例。

病例 2 常住黄浦区， 系 21 日

确诊病例的密接者 （母子关系 ）。

综合流行病学史、 临床症状、 实验

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 诊断

为确诊病例。

病例 3 常住黄浦区， 系 21 日

确诊病例的密接者 （同事关系 ）。

综合流行病学史、 临床症状、 实验

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 诊断

为确诊病例。

目前， 已追踪到 3例病例在本

市的密切接触者 5人， 均已落实集

中隔离观察。 对病例曾活动过的场

所已进行终末消毒。

目前， 12 例本地确诊病例均

已在市公卫中心治疗， 其中 10 例

为普通型、 2 例轻型， 均予以对症

治疗。 出现新增病例后， 市、 区相

关部门立即行动， 组成联合流调专

家队伍， 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追踪排查相关人员， 对相关人员和

环境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

截至 1 月 23 日 24 时， 累计排

查到密切接触者 218人， 目前均已

落实集中隔离措施， 其中 211 人核

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7 人已确诊

（包含在已公布的 12 例确诊病例

中）。 累计排查到密接的密接 518

人， 目前均已落实集中隔离措施，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累计筛查

相关人员 32837人， 目前均已落实

相应管控措施， 其中 32835 人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 2 人已确诊 （包

含在已公布的 12 例确诊病例中）。

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的物品和环境样

本 3028 件， 其中 2993 件核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 35 件核酸检测结果

阳性， 均与确诊病例住所和工作场

所有关。

邬惊雷表示， 肿瘤医院、 仁济

医院闭环管理后， 目前两家医院内

部运行总体平稳， 已完成了两轮核

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根据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 经市防

控办研究决定， 将黄浦区贵西小区

列为中风险地区， 上海市其他区域

风险等级不变。 中风险地区相关人

员原则上不离沪， 确需离沪的须持

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流调工作具体是怎么

开展的？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

凡介绍， 目前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进

展快速有序， 疾控专业部门对疫情

状况的分析缜密、 深入， 部门间联

合作战， 高度协同， 配合紧密， 公

众合作程度总体比较高。 吴凡表

示， 流调跟破案差不多， 从千丝万

缕中找出线索。

例如： 前天晚上， 几个部门、

市区二级多部门联动配合， 通宵行

动， 连续作战 15 小时， 利用病例

提供的仅有线索， 缜密分析传播链

的可能延伸长度、 关键节点、 各个

环节上人员感染的可能性， 制定行

动方案。

通过聚焦几条线、 几个重点区

域， 一夜完成了对其中一位确诊病

例 30 位密接者的追踪、 集中隔离

管理， 对 2817 名“密接的密接”

进行确认、 追踪， 随后由社区落实

居家管理。

深入到重点场所后， 疾控人员

先进行轨迹还原、 相关人员排摸、

客户分析确认， 对人员、 环境进行

采样； 后台实验室及时检测， 完成

对 476 人、 821 份环境样本的检

测。 可以说， 开展流调工作， 两手

都要硬， 既要有前方深入现场的排

摸采样， 也要有后方在实验室的工

作人员给予技术支撑。

通过这些调查、 分析， 综合研

判人员、 场所的感染、 传播分析，

提出进一步控制的措施。

如果市民碰到“大白”

敲门，应该怎么配合？

吴凡表示，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

请充分理解。 “大白” 上门会给市

民造成一些麻烦， 但为了控制疫

情， 城市安全， 还是请大家谅解。

其次她希望大家尽量配合。 市

民的日常生活繁琐而丰富， 因此需

要大家尽可能还原生活轨迹。 比如

电子缴费记录、 发票、 日记、 通话

记录等都是流调工作所需要的， 对

疾控工作下一步采取的措施至关重

要。 吴凡还提醒市民在还原生活轨

迹的时候， 不要自我删减， 选择

“挑重点说”， 不怕你细就怕你粗，

流调工作越详细越好， 有一些貌似

不重要的事， 时间、 地点、 人物等

可能对流调人员而言非常重要。

吴凡还透露， 从参与的疫情分

析发现， 目前感染新冠病毒的， 基本

上都没有做好个人防护。 除了戴口罩

以外， 洗手很重要， 请大家牢记： 回

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手。 并掌握几大

关键词： 肥皂、 流水、 20 秒、 七步

法。 另外一点就是， 打喷嚏一定要掌

握正确的“姿势”， 用胳膊肘挡， 不

能用手挡。

做好个人防护， 春节还

能好好玩！

吴凡表示， 截至目前发现的病例

还在管控范围内， 没有突破现有的传

播链， 所以疫情截至目前还是可控

的。

她表示， 做好个人防护就是为自

己穿上了“一件无形的防护服”。 市

民应坚持做好“三件套、 五还要”

（佩戴口罩、 社交距离 、 个人卫生 ；

口罩还要戴、 社交距离还要留、 咳嗽

喷嚏还要遮、 双手还要经常洗、 窗户

还要尽量开）。 要树立“自己是健康

第一责任人” 的意识， 做好自我健

康管理。 单位要落实管理和监督的

责任， 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

特别是公共场所， 要督促市民做好

防护。

吴凡强调， 春节只要把自己管好

防护好， 还是能好好享受春节的喜悦

和全家团圆的快乐。

上海共青团发布留沪过年倡议书

慰问金大礼包让留沪青少年感受温暖

武警新兵授枪仪式
日前，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三支队

各基层中队举行新兵授枪仪式， 300

余名新兵迎来军旅生涯专属“成人

礼”， 正式接过钢枪， 光荣地加入了

战斗序列。 授枪仪式上， 新兵们高举

右拳， 庄严地许下诺言， 接过手中的

钢枪， 也意味着真正担负起保家卫国

的使命。 授枪仪式后， 武警新兵将走

上战位， 守护上海的安全和稳定。

图为武警老兵为新兵授枪
记者 汪昊

通讯员 胡佳丰 摄影报道

“大白” 24小时待命清运特种垃圾
在眼下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

负责黄浦区几个中风险区域垃圾收

运的黄浦城发集团下属作业公司，

在第一时间组成党员干部、 团员青

?疫情防控工作组， 派特种垃圾收

运队专门负责这些点位以及周边的

防疫隔离生活垃圾的清运。

防疫一线作业收运队 24 小时不

间断在隔离区周围巡查收运无主垃

圾， 并及时清运生活垃圾， 确保隔

离区及周边道路沿街商铺环境整洁。

杨奕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