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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万在岗骑手纳入“白名单”管理
上海昨起采用动态“随申码”对骑手进行核酸检测登记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市民想买菜， 但是平台运力不

足怎么办？市民关心的快递、外卖小哥核酸检

测问题，又该如何加强监管？在昨日召开的上

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商

务委副主任周岚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解答。

周岚介绍， 近期， 各电商平台积极组织

符合条件的骑手返岗， 在岗骑手已近 2 万

名； 4 月 18 日各主要电商平台配送订单量

达 220万单， 10日内增长 100万单。

为了保障骑手的健康安全和配送安全，

本市已会同市邮政管理局建立电商平台、 快

递公司“企业白名单” 和配送寄递“人员白

名单”， 将有骑手配送业务的企业纳入“白名

单” 管理。

此外， 从昨天开始， 本市还在骑手的核酸

检测中采用动态的“随申码” 进行身份验证和

核酸检测登记， 替代可离线使用的核酸检测

码。 并依托市大数据中心提供的技术平台， 根

据“企业白名单” 和“人员白名单” 制发“电

子通行证”， 在“电子通行证” 内展示 48 小时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 绿码等信息，

作为配送寄递人员上岗的必要条件和通行凭

证。

各区也将积极做好属地配送寄递人员的管

理和服务保障，设立免费核酸检测专用通道，优

先出具核酸检测报告，为骑手上岗提供便利。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毛振亚

3 月 16 日清晨， 在奉贤区人民法院张

琳法官的几百条未读消息中， 最显眼的就是

“小区被封”； 面对毫无准备的封闭， 甚至来

不及多思考， 就看到了居委党员群中的志愿

者招募令， 她立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和紧

迫性，冲上“疫”线是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和

担当，她立刻回复“张琳报名”！

在特殊时期， 转向线上审判、 开庭调解

不停步， 法官是张琳的初始身份； 向社区报

告， 化身党员志愿者是她的第二重身份； 作

为院团委书记兼青年抗疫突击队队长， 带领

青年干警冲锋“疫” 线， 是她的第三重身

份。 在 3种身份的切换中， 张琳完成社区志

愿服务和突击支援共 12 次， 时长近 80 小

时， 通过线上庭审、 微法庭、 电话联系等方

式尽力扫除疫情带来的审理障碍。

突击队的支援任务相比居委志愿服务存

在更多的突发性和紧急性。 一个下着大雨的

中午， 张琳接到了区文明办的通知， 需调派

10 名突击队员支援金汇镇， 短短十几分钟

10 人分队集结完毕、 迅速到岗。 在这场

“倒春寒” 的风雨中， 队员们无惧风雨、 坚

守点位， 历经 5小时， 鞋袜早已浸湿， 手指

冰冷僵硬。 任务结束后， 队员们共用着仅有

的一台吹风机互相帮忙吹干头发衣物， 间隙

时开着玩笑说“鞋里的水合起来能养一缸鱼

了”。 和队员们并肩作战的这些日子里， 大

家用点点星光汇聚成一团火， 照亮“疫” 往

无前的征途。

完成志愿任务， 张琳又快马加鞭赶回

家， 与当事人“相约” 云端法庭。 脱下“大

白” 防护服、 穿上神圣的法袍、 打开云间法

官端， 身份切换的张琳思绪也从“请注意间

隔两米线排队” 迅速切换到“现在开庭！”。

在某天的线上庭审结束后， 当张琳告诉当事

人已核实笔录签名、 可以退出线上程序时，

当事人却问她能不能给他几分钟， 张琳答应

了他， 本以为是针对案件进行沟通， 当事人

却是在远方给张琳和书记员送来感谢和关

心， 让张琳感动不已。

张琳觉得， 奔赴抗疫一线的这些日子，

在全力践行党员职责、 扛起青年责任的过程

中， 作为一名党员和法官， 更应该做好表

率、 用行动来表达必胜的信念。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疫情以来， 大部分上海居民被封控在

家， 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成了老百姓最关心的

话题。 然而却有不法分子大发疫情财， 采用

各种手段抬高商品价格赚黑心钱。 连日来，

上海警方破获多起哄抬物价非法获利的案

件， 以“零容忍” 的态度严查严处各类哄抬

物价、 价格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 会同有关

部门严厉打击、 严肃查处， 切实维护市场经

济秩序安全稳定， 保障市民群众合法权益。

囤积副食品抬价销售非法获

利150万元

4 月 18 日， 静安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移送的相关线索反映， 市

民举报陕西南路上有人通过大幅抬高价格贩

卖鸡鸭等食材， 涉嫌哄抬物价。

接报后， 静安警方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开展现场检查， 调查显示， 4 月 10 日以

来， 犯罪嫌疑人高某大量囤积青菜、 鸡蛋、

鸡、 鸭等食品原料， 并非法租用他人食品经

营营业执照在网络平台开店对外销售。 为追

求高额利益， 高某还从外地以批发价购入青

菜、 冰冻鸡和冰冻鸭， 大幅抬高价格对外进

行销售， 进销差价率分别达到了 150%、

184%和 437%。 截至案发， 犯罪嫌疑人高某

已累计销售 175余万元， 非法获利 150 余万

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高某因涉嫌非法经营

罪已被静安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购物270元却索要900元，外

卖骑手恶意哄抬物价被查处

4 月 17 日，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会

同长宁公安分局， 快破一起外卖骑手恶意哄

抬物价的非法经营案件。

家住长宁区的朱女士通过某平台求购了一

批价值 270元左右的民生物资。 外卖骑手赵某

接单后， 按照朱女士的订单前往超市购齐商

品， 并向朱女士索要了 330元的跑腿费。 而当

赵某将物资送到朱女士居住小区的门口时， 却

拒绝向对方出示购物凭证， 并临时坐地起价，

称所购物品需支付 577 元的费用。 换句话说，

朱女士需要支付共计 900元的费用才能拿到赵

某代购的价值 270元的物品。

最终一旁的志愿者为朱女士拨打了 110 报

警电话。 属地派出所民警到场后要求赵某将订

单取消， 同时依法将赵某传唤至属地派出所。

经查， 外卖骑手赵某 4月以来， 通过平台

接单、 小区蹲点、 朋友介绍等方式接单， 在为

客户代买、 配送蔬菜、 水果等商品的过程中，

不仅私下联系客户提高跑腿费， 还在将代购物

资送抵目的地后， 现场恶意加价， 非法牟利 2

万余元。 目前， 犯罪嫌疑人赵某因涉嫌非法经

营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杨奕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来自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援沪医疗

队， 自今年 4月 1 日以来， 就

开始驰援上海抗疫一线的社区

防疫工作。 4 月 16 日中午抵

达杨浦区某封控小区后， 顾不

上吃午饭， 立马投入到核酸检

测采样的工作中来。

在现场， 身穿防护服的

“大白” 们几乎一刻不停地忙

绿着， 3 个多小时还不能喝一

口水， 让现场接受采样的居民

见了都十分感动。 据了解， 她

们每天都是一早就从浙江湖州

出发， 往返约 300 公里路程，

连轴转地为申城社区或单位做

核酸采样， 傍晚再乘车返回浙

江， 往往午餐都在工作结束后

才匆匆扒上几口。

这也是 5万多名奋战在援

沪抗疫一线医护工作者的一个

缩影。

在“大白”与法袍间

不停切换身份

打击借“疫”敛财 严查各类哄抬物价违法行为
上海警方破获多起非法经营案件切实保障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