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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在黄浦区基层抗疫

一线， 有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

他们高举“铁军” 旗帜， 发扬特

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

奉献、 特别能忍耐的司法铁军精

神， 为打赢这场突如其来的“抗

疫加时赛” 贡献各自的力量。 他

们就是经黄浦区委政法委精心

组织， 外派至各街道平安办参

与社区平安建设的 14 名司法干

警。

五里桥街道的陈晔旻在接

到通知后， 立即告别身患癌症

两年多的母亲和正在生病的妻

子， 安顿好家中的事务， 第一

时间赶往街道防疫前线开启了

防疫志愿工作， 这一干就是一

周。 在防疫志愿工作中， 他不

等不靠、 主动作为， 把司法干警

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渴了喝口水、 累了找个凳子眯一

会儿。 虽然家中有让他牵挂的事，

但他说： “之前我们两年的闭环

执勤模式都已经历过了， 这些天

在这里的困难我都能克服， 我将

以最饱满的精神投入到疫情防控

志愿工作中， 确保这个地区安全

无恙。”

打浦桥街道的丁荣杰目前处在

两个中风险地区。 他常说“疫情防

控无小事， 我们要以高于安全生产

的标准， 去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党员干部要常喊‘看我的， 跟我

上’， 在急、 难、 艰、 重任务中要

冲在前， 干在前”。 中风险地区的

人员转运， 封控区域内的人员紧急

送医， 特别是顺昌路 612 弄是成片

二级旧里， 里面没有厕所， 都需要

用马桶， 怎样确保四通八达的弄堂

变成一个一个单独的隔离空间， 都

是最现实的问题。

瑞金二路街道的蔡海超不仅是

防疫志愿者还是上海 12355 热线心

理咨询服务志愿者。 她在此次防疫

志愿工作中， 发挥了其擅长心理疏

导、 细致耐心的特长， 协助思南

路居委会深入居民区和文化广场，

协助街道做好核酸检普查现场场

地布置工作和搬运物资工作， 并

为现场提供志愿服务， 不厌其烦

地引导居民学会使用健康云登记

码。 特别是前不久健康云出现问

题时， 现场群众出现烦躁情绪，

面对群众一时的不理解， 甚至是

冷言冷语时， 她主动解释、 耐心

安抚， 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搬来

凳子， 通过实际行动得到现场群众

的一致好评。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上海地

铁获悉，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需

要， 2022 年 3 月 23 日运营开始

起至另有通知时止， 暂停上海轨

道交通 13 号线金运路站、 金沙

江西路站和 14 号线封浜站、 乐

秀路站、 临洮路站、 嘉怡路站运营

服务， 13 号线、 14 号线其他车站

仍维持正常运营。

上海地铁提醒乘客， 当列车到

达终点站后， 请乘客们根据广播和

现场指引， 全部下车， 不要跟随列

车进入下一站。 另外， 目前上海地

铁 11 号线昆山段 （兆丰路、 光明

路、 花桥站） 仍暂停运营。

当前， 本市疫情防控仍处于关

键时期。 作为连接城市版块区域交

通的上海地铁， 后续还将严格根据

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和上级命

令， 动态采取运营组织调整， 并同

步向公众发布信息。 提请市民通过

官方渠道及时留意， 相互告知。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最近， 在徐汇区华

泾镇盛华景苑小区内出现了这样

一群忙碌的身影， 他们身穿红马

甲， 奔波在小区的各个点位， 为

小区的防疫工作默默付出。 他们

不是别人， 正是盛华景苑小区的

党员志愿者先锋队。

3 月 11 日， 根据本市疫情

防控工作要求， 盛华景苑小区进

入了为期 14 天的封闭管理。 在

封闭管理期间， 全员共需完成 5

次核酸检测。 突如其来的变故打

破了小区原本宁静安详的气氛，

接下来的 14 天封控期该如何平

稳度过成为了每一个居民最关心

的问题。

就在这“大考” 来临之际，

盛华景苑小区依托党建引领， 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作用， 在第一时间组

建了党员志愿者先锋队。 队员们在

小区东门口化身为“运输员” 为居

民转运快递外卖， 在小区楼栋下化

身为“广播员” 为居民播报重要通

知和注意事项， 在核酸检测日化身

为“引导员” 为居民引导路线维护

秩序。 全力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

把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退休党员万琼第一时间报名参

加抗疫志愿者， 她还带动了爱人、

女儿、 女婿一起成为了抗疫志愿

者， 奋战在社区抗疫的第一线。 第

一天核酸检测的时候， 万琼穿上防

护服在内场帮居民预约扫码以及维

持秩序， 后面由女儿女婿接替她继

续进行后续工作， 而她的爱人也坚

守在南门进行轮岗工作。 “我是革

命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第二

次核酸完成后， 万琼穿上红马甲与

其他的志愿者们坚守在东门， 帮助

小区内的居民签收、 查找快递， 以

及居民封控期间所需的生活物资。

盛华景苑小区作为华泾镇居民

人数最多的小区之一， 要在短时间

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既是一个技术

活也是一个体力活。 在吸取了前两

次的经验后， 党员沈锦莉和同志们

一起商量， 在小区现场反复调研后

对核酸检测行走路线、 入口位置、

人员配置等进行了统一的优化调

整。 通过路线优化， 核酸检测将由

党员志愿者先锋队成员在每栋楼下

高举楼栋号牌， 并通过高音喇叭依

次引导对应楼栋的居民在楼栋下排

队候场， 最后统一带往核酸检测点

进行检测。

以法治方式支持保障防疫各项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相关 《意见》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人大常委会日前

召开主任会议， 通过 《关于充分

发挥人大职能作用 坚决打赢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意见》，

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落实市委

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进

一步统一思想、 坚定信心， 以时

不我待精神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

庆主持会议。

《意见》 指出， 全市各级人大

要深入学习领会、 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重要讲话

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科学

精准、 动态清零， 按照全市疫情防

控总体工作部署， 把防疫工作作为

当前头等大事， 广泛动员全市各级

人大机关干部和人大代表凝心聚

力、 担当作为、 履职尽责， 不折不

扣抓好落实， 助力尽快遏制疫情扩

散蔓延势头，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意见》 指出， 全市各级人大

要深刻认识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

复杂性、 艰巨性、 反复性， 严格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 《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条例》 等法律法规， 切实加强执法

监督， 督促本市各相关单位和个人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服从各级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决

定、 通告， 配合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依法采取的各项疫情防控

处置措施。 要以法治方式和措施支

持和保障本市开展的防疫筛查、 阻

断、 闭环、 封控等方面工作， 全力

落实“四早” 要求， 快速有效阻断

传播链条； 支持和保障基层防疫一

线的工作， 关心一线防疫人员的工

作生活， 努力为基层干部群众排忧

解难，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人大力量。

《意见》要求，全市各级人大

代表要牢记职责使命， 充分发挥

来自人民、根植人民特点优势，用

足用好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平台渠

道，深入防控一线，深入群众，及

时了解和反映群众关于疫情防控

的建议和呼声。要带头在本职岗位

上发挥表率作用，体现人大代表在

特殊时期的担当作为，勠力同心共

抗疫情。

《意见》 要求， 市区人大及其

常委会要按照中央和市委从严从实

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总体要求， 根据

同级党委统一部署， 强化使命担

当， 加强组织领导， 压实工作责

任， 着力运用法治力量来推动当前本

市疫情防控的重要策略和健康管理制

度的贯彻落实， 有效促进市民养成良

好公共卫生习惯。 要夯实各方疫情防

控法定责任， 将区域治理、 社区治

理、 行业治理、 部门治理、 单位治理

有机结合， 形成跨部门、 跨层级、 跨

区域的全社会共同防控合力， 发挥城

市运行“一网统管” 平台作用， 筑牢

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的坚强防线， 确

保社会安全平稳有序。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郑钢淼， 市委常委、 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慧琳， 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蔡威、 高小玫、 肖贵玉、

莫负春、 陈靖等出席会议。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在虹口区四川北路

派出所内， 有着一支由民警组成

的“红色守护团”。 疫情再次来袭

之后， 红色景点因疫情防控需要

不再对外开放， 然而“红色守护

团”的成员们却没有停下脚步，就

地转制成为了社区防疫的先锋

队，为周边的居民筑起防疫高墙。

虽然被全套防护服包得严严

实实， 但是排队做核酸检测的余

庆坊居民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们的社区民警徐智敏。“弄不来就到

木刻所门口来找我哦！” 徐智敏在

居民微信群里提到的木刻所， 正是

庆余坊内的红色资源之一———鲁迅

木刻讲习所旧址。 在余庆坊做了

10 多年社区民警的徐智敏在得知

社区要开展网格化核酸筛查后， 第

一时间就穿上防护服在居委门口摆

了个“摊”。 凭借对社区的熟悉，

徐智敏判断社区里有许多老人会卡

在核酸检测的网上登记环节， 于是

她就提前摆起了“摊”， 现场帮助

老年人完成注册。

□通讯员 王洪

本报讯 3 万多包预防新冠中

药饮片， 3500 多只抗疫中药香囊，

16 批次 7000 多帖预防汤剂，2600

多帖防疫中药饮片代煎， 在第一段

时间赶制出来……上海虹桥中药饮

片公司从 3月上旬开始，全员行动，

各部门通力协助， 勇于担当、 加班

加点， 奋力投入到抗击疫情保供生

产中来， 通过多项举措， 确保全市

各医院中药饮片的正常供应， 承担

中药饮片企业应有的责任担当。

新一轮疫情来袭， 由于员工居

住小区管控， 100 多名一线员工宅

家， 短时间内不能到岗。 位于闵行

区的上海虹桥中药饮片公司， 及时

启动应急预案， 统筹各部门人员，

对生产、 储运、 煎配车间重要岗

位， 全部配备基本物资， 保证岗位

有人， 一人多能， 开足马力生产，

还专门邀请核酸检测机构， 每天上

门为员工做核酸检测， 保证员工核

酸检测时效性， 确保生产一线的员工

无感染的风险。

企业所在地 3 月 18 日实行封闭

管理后， 公司立刻向政府管理部门申

请通行证， 保证运送全市各大医院正

常中药需求， 为本市各医院提供各类

急需的中药饮片和防疫药品。 煎配中

心 55 名员工， 主动向领导提出， 夜

晚不回家， 居住在车间， 应对可能出

现的煎药配药任务； 公司所有员工

24 小时待命， 吃住在公司； 储运中

心诸多岗位空缺， 留守人员凝成一股

绳， 在公司下达提出急需用药制作汤

剂时， 连夜联系居家人员， 远程电脑

开单， 短时间配齐 2 吨多中药饮片，

马不停蹄送达指定医院， 从接单到送

药完成， 仅用了 8个小时。 公司还根

据医院个性化需求， 将预防用的中

药， 制成代茶饮和香囊。 公司运力吃

紧， 销售人员自行驾车为各家医院送

药。 采购部和安保人员， 为保证货物

周转， 也全部投入到繁重的卸货称重

入库中来。

虹桥中药饮片公司全力保生产稳供应

第一时间确保抗疫中药饮片汤剂需求

“红色守护团” 就地转制

成了社区防疫先锋队 司法铁军旗帜飘扬在“战疫一线”

党员志愿者先锋队筑起防疫“红色堡垒”

今起地铁13、14号线共6座车站临时封站停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