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上海正在经历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最严峻的一

场考验。 近两周， 本土确诊病例和

无症状感染者数量不断增加， 令这

座城市重新面临新一轮疫情“大

考”。 作为新区城市运维的中坚力

量，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期， 浦发养

护义无反顾承担起浦东新区城区涉

疫垃圾的清运。

防控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

必须“咬紧牙关、 迎难而上”。 在

保证日常生活垃圾清运不断不乱的

基础上， 面对激增的涉疫垃圾， 清

运“专车” 在哪里？ 与疫情较量，

与时间赛跑， 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思

考， 浦发养护以快制快， 与同业公

司商议、 与各所属企业调剂、 联系

外部租赁公司， 第一时间协调到大

小清运车辆 30余辆， 确保“专车”

保障。

每个环卫工人都是冲锋在一线

的勇猛战士。 在岗的环卫工人穿着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每天都要不吃

不喝不上厕所地连续工作 6 小时以

上， 全天作业时间超过 16 小时。

但被问及累不累时， 他们的回答坚

定而有力： “我们不累!”

特殊时期， 必须拿出特殊精

神， 体现国企担当。 浦发养护通过

内部调剂、 兄弟单位协调， 储备技

术好业务精的特种车辆驾驶员 25

名、 肯吃苦经验足的跟车工 30 名，

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 成立了超百

人的“环卫预备队”， 随时准备支

援前线。

应对“大考”， 考的是调动能

力、 反应能力、 组织能力。 为降低

因隔离导致的减员影响， 浦发养护

采取“区域分散， 相对集中， 形成

小闭环” 的措施， 将 100 多名负责

涉疫垃圾收运的人员， 分散安置到

15 个集中居住点。 每个点位配备

专人消杀、 测温和日常管理， 有效

保障了这支队伍的战斗力。

越是泥泞的道路， 留下的足迹

越清晰。 浦发环卫人不知疲倦地在

这春天归来的路上踏平崎岖， 一个

人就是一道风景， 聚集在一起， 绘

就了战“疫” 逆行者的最美画卷。

涉疫垃圾是这样清运的
浦发养护人：应对“疫”考全力以赴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疫情之下， 危机当

前， 在杨浦区委政法委的统筹安排

下， 戒毒干警们脱下“警察蓝”，

穿上“防疫白”， 走出他们原本熟

悉的“高墙铁网”， 以“新人办新

事” 的姿态， 分别前往各社区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

居民分楼栋进行核酸检测， 现

场秩序维护， 检测物资搬运， 帮助

老年人群检测预约……95 后干警

张亦炜在五角场街道一忙就是连续

8 个小时， 其间全程保持站立状

态， 口中没有进过一滴水和食物。

每当同事和志愿者劝其休息时， 他

却总是微笑说道： “没事， 我不

累， 就让我再战斗一会吧！”

“601 室为独居老人， 腿脚不

便下楼做核酸” “302 室有适学儿

童， 下午需要上网课， 想晚一些来

做核酸” ……这是一本写满排摸信

息的笔记本， 整整一个本子详尽记

录了一个小区的防疫信息， 而这也

是四平路街道平安办的援助干警余

婷婷逐门逐户排摸一上午的成果。

余婷婷原本是一名部队转业干部，

后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作 20余年。

谈起身份转变， 余婷婷说：

“戒毒工作与社区工作虽然有很大

的差异性， 但相信只要始终保持一

丝不苟的态度， 一切工作难题都会

迎刃而解。”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周艺琳

本报讯 “刚刚收到通知， 我

们要继续在单位待命。” “儿子咋

办？” “放心吧， 他已经是大人了，

会照顾好自己的。” 特殊时期， 杨

浦公安分局中原路派出所社区民警

丁伟和他的妻子： 新华医院特需门

诊护士长徐蓝雯战斗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 已经数日没有回家照顾刚刚

开完刀出院在家静养的儿子了。

丁伟忙着在各个社区核酸检测

点、 临时封控点开展安保工作， 哪

里有核酸检测任务就往哪里跑， 好

几天都吃住在所里； 徐蓝雯则在院

里集中待命， 随时准备增援一线。

夫妻俩只好在微信上“远程关心”

儿子： “二十多岁的人了， 别让爸

妈担心哈， 记得按时吃饭、 注意休

息。”

“我是社区民警， 更是党员；

我有经验， 更有责任！” 2020 年新

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丁伟在做好

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 积极投身到

抗疫一线增援， 一坚持就是两年

多。

这个周末， 连续工作三个星期

的老丁终于轮到一天休息， 却接到

自己管辖的国伟路某小区将开展全

员核酸检测的消息。 “明天我必须

在场！” 老丁的心里， 放不下这个

有着 1700 多户， 3500 多居民的社

区， 主动向所里报名参加安保工

作。 提早上岗， 老丁先到居委和大

家商谈当天的安排情况， “检测秩

序要保证好， 一米距离还是要经常

提醒！”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小

区的核酸检测进展顺利。

据杨浦警方介绍， 像这样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警医家庭还有不少。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

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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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市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市卫

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通报： 3 月 21

日， 上海新增 31 例新冠肺炎本土

确诊病例和 86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 浦东新区北蔡镇联勤村冯桥南

宅列为中风险地区， 静安区北站街

道河南北路 233号由中风险地区调

整为低风险地区， 上海市其他区域

风险等级不变。

据悉， 31 例确诊病例中， 30

例在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 1 例在

相关风险人群核酸筛查中发现。

865 例无症状感染者中， 749 例在

闭环隔离管控中发现， 其余在相关

风险人群核酸筛查中发现。

截至 3 月 22 日 9 时： 这次疫

情全市已累计排查到在沪密切接触

者 25587人， 均已落实管控， 其中

23165 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其

余正在检测中。 已排查到在沪密接

的密接 60883 人， 均已落实管控，

其中 56542 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 其余正在检测中。

根据流调和风险评估， 本市对

多个区域人员进行了筛查， 除了已

报告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外， 目前已出结果均为阴性。

邬惊雷还通报了本市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出院以及无症状感染者解

除医学观察情况： 3 月 21 日， 经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护人员

精心诊治护理， 140 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出院标准， 现

已出院。 另有 186例无症状感染者

解除医学观察， 总共 326 名。 这也

是到现在为止创新高的。

邬惊雷介绍， 根据国家新冠疫

情防控有关要求， 各地需在定点医

院之外， 储备一批后备的医疗机

构。 根据目前的疫情防控需要， 上

海已先后启用一些后备的医疗机

构， 比如周浦医院， 来集中隔离收

治感染者。 这些医疗机构运营和流

程相对成熟， 作为收治阳性感染者

的应急准备。

国家最新公布的 《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九版）》，

对于轻型病例可实行集中隔离管

理， 隔离场所不限于医疗机构， 隔

离期间将由医务人员进行管理， 并

做好对症治疗和病情监测， 如病情

加重， 将转至定点医院治疗。

邬惊雷表示， 方舱医院是一些

经过改建的符合要求的场所， 如体

育馆、 会展中心等， 也可临时搭

建， 作为集中隔离管理场所， 有医

务人员进驻， 主要用于对轻症、 无

症状感染者的集中隔离观察或适当

的对症治疗， 一旦发现有病情发展

情况， 及时转送定点医院收治。 其

目的是对感染者分类管理， 更好地

利用医疗资源。 对这类场所的设置

和启用， 上海会根据国家的要求和

本市疫情情况， 做好相应的工作预

案和相关的资源储备。

本土新增“31+865”，浦东新增一处中风险地区

326人出院 创单日新高

□通讯员 李丹

本报讯 近日， 上海海警局查

获一起非法运输海砂案， 现场査扣

涉案船舶 1 艘， 抓获涉案人员 17

人， 海砂 27500 余吨， 案值约 300

余万元。

3 月 21 日凌晨， 该局巡逻艇

在宝山附近海域巡逻时发现 1 艘船

舶形迹可疑， 该局执法人员进行登

临检查。

经査， 该船舶货舱内满载疑似

海砂类砂石， 砂石里混杂大量碎贝

壳， 随后执法人员在所有船舱依次

提取样品， 均发现船舶所载货物与

货运清单明显不符， 且相关人员无

法提供合法齐全的手续。 目前， 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海警查获疑似非法运输海砂27000吨

警医伉俪携手守“沪”奋战抗疫一线

戒毒干警脱下“警察蓝”穿上“防疫白”

□本报综合报道

昨天晚上 9时， 国家应急处置

指挥部在广西梧州举行新闻发布

会。 发布东航客机坠毁事件的相关

调查进展， 并回答社会各界所关切

的相关问题。

民航局相关人员通报， 东航

MU5735航班于 3月 21日 13时 16

分从昆明起飞， 14 时 17 分保持巡

航高度 8900 米进入广州管制区。

14:20 管制员发现飞机高度急剧下

降， 随即多次呼叫机组， 但未收到

任何回复， 14:23 飞机雷达信号消

失， 后经核实， 飞机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梧州市藤县境内坠毁。 截至目

前， 搜救工作尚未发现幸存人员，

公安部门已对现场进行了封锁管

控。

机上共有旅客 123 名 （无外籍

旅客）， 机组人员 9 名 （飞行员 3

名 ， 乘务员 5 名 ， 安全员 1 名 ）。

截至目前， 未发现机上幸存人员。

事发飞机为 2015 年 6 月 22 日引

进， 截至事故发生时共飞行 8986

架次， 总计 18239小时。

目前对事故原因尚无

清晰判断， 将全力搜集各

方证据

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办公

室主任朱涛通报， 本次事故飞机损

毁严重， 调查难度很大。 鉴于调查

工作刚刚开始， 以目前掌握的信

息， 还无法对于事故的原因有一个

清晰的判断。 下一步调查组将全力

以赴搜集各方证据， 重点在事发现

场搜寻飞行记录器， 并综合各方面

信息开展事故原因分析工作， 深入

全面查明事故原因， 一旦调查工作

取得进展， 将在第一时间公布。

东航： 飞机起飞前符

合适航要求， 已联系到全

部旅客家属

东 航 发 言 人 介 绍 ， 这 架

B737-800 飞机编号是 B1791， 飞

机机龄 6.8 年， 起飞前符合适航要

求。

东航发言人介绍了当前的救援

工作： 全力做好旅客家属援助工

作， 迅速开通援助热线电话， 同时

通过各种途径主动与家属进行联

系， 尽快全面掌握旅客信息， 24

小时内与全部 123名旅客的家属取

得联系， 组建 100多名家属援助工

作团队， 有序开展家属援助工作。

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 全面加强飞

行、 机务、 空保和客货检查及环节

管控。

广西： 做好抵梧旅客

家属的接待衔接

有关广西方面救援处置有关工

作情况， 会上介绍：

全力组织开展现场救援。 组织

广西派出的消防救援、 武警、 公

安、 民兵等 1400 多名救援人员，

以及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驻防广西

队伍、 广东队伍 678名人员， 积极

有序开展现场救援。

全力做好救治准备和善后处

置。 在现场设立应急医疗救护点的

基础上， 梧州市确定 1 家定点医

院， 腾空两层楼 3 个病区手术室，

组建各专科队伍 200多人做好应急

救治准备。 在梧州南站、 西江机

场、 高速路出口设置接待工作点，

做好抵梧旅客家属的接待衔接， 并

调配中大巴 29 辆和组织出租车接

送旅客家属及专家。

东航客机坠毁事件新闻发布会回答相关问题：

尚未发现幸存人员

对事故原因尚无清晰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