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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方舱累计出舱3500余人

雨夜巡查中
他们救下一位老人

□ 记者 沈俊

□ 记者 范立 顾欢欢

▲ 康复患者出院

本报讯 记者从长兴岛方舱医院、
崇明复兴馆方舱医院获悉，截至 4 月
14 日，两个方舱医院已累计出舱 3500
余人。长兴岛方舱医院已累计收治患
者 3845 人，达标出舱 2172 人，其中年
龄最小的仅出生几十天，最大的已超
过 90 岁。而在崇明复兴馆方舱医院，
累计出舱 1361人。

长兴岛方舱医院分为 1、2、3 号
楼，每幢楼拥有 1100张左右床位，于 3
月 26 日逐步投入使用。该方舱医院
由新华医院牵头管理，新华-崇明医
联体（新华医院、新华医院崇明分院）
和上海市中医医院组成联合医疗队，
共 500 多位医护人员共同参与诊治。

“方舱启用伊始，我们就组建了多医疗
队的协同管理方式，分工合作，建立了
包括医疗、护理、院感、综合保障等在
内的多个专项小组，确保方舱内健康
照护举措有效落实以及患者安全。”联
合医疗队临时党委书记、总负责人赵
列宾说。

长兴岛方舱医院平稳有序运行，
患者的医疗需求也得到有效保障。赵
列宾介绍，每个患者症状不同，医护人
员因人制宜，对症治疗。中、西药结合
治疗应对患者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

专业的中医医师则通过现场教授患者
穴位按摩、保健操等中医特色疗法，缓
解患者的心理压力，让他们放松心情，
增强身体抵抗力。

特殊人群是医护人员重点关注对
象。针对低龄、高龄患者，或患有基础
疾病的患者，医护人员会给予更多的

照护。“比如低龄患者，后勤部会采购
一些玩具、书籍，有时还自备糕点带给
他们吃。”赵列宾说。

在医护人员照料下，患者平均 5-
7 天就可出舱。目前，平均每天出舱
200-300 人左右，高周转率加快了病
人的收治速度。

崇明复兴馆方舱医院由上海交大
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负责管理，安徽
援沪医疗队负责诊疗。为了使患者在
舱内安心接受治疗，早日康复出院，沪
皖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志愿者在提供
专业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将温暖融入
了方舱运营的日常。“我的孩子比较
小，医务人员给了他很多的照顾和呵
护。”一名患者说。

4 月 12 日，收到“退疫”出舱的消
息后，很多患者激动、兴奋，对第二天
的出舱充满期待，“收到出舱的消息晚
上都没睡着，今天一大早就起来整理
东西，虽然可能转运车要下午过来，但
早上 7点多就起来了。”

转运对接、信息核对、物品消毒、
打包……为了保证出舱过程的顺利安
全，出舱前医护人员、志愿者还将在患
者们的配合下做一系列准备。康复患
者在出舱时都需要将他们携带的行
李、物品进行消毒、打包后装进黄色医
疗废弃物包装袋，14天后方能打开。

4 月 13 日，全院各舱有 1106 人出
舱。康复患者“出院潮”的来临，让舱
内的医护人员、志愿者们都倍感振奋，

“这是我们舱内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集
体出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
胜利。”新华医院医疗队员孙基伟激动
地说。

本报讯 在疫情防控期间，谁来保
障特殊人群的日常生活？在新海镇，
社工以及志愿者们纷纷走向防疫“一
线”，将居民当作自己的亲人，努力解
决 他 们 所 遇 到 的 各 类“ 急 难 愁 盼 ”
问题。

4 月 14 日上午 10 点，随着一阵敲
门声，长征居委会的志愿者们敲开了
视障患者王先生的家门。长期以来，

王先生的日常起居都需要“长护险”的
护工来照料。由于疫情影响，护工无
法正常上班，独居再加上视力障碍，王
先生的一日三餐成了问题。长征居委
获悉后，马上安排送餐员每天为王先
生送饭菜，志愿者一周上门几次，为他
整理房间、打扫卫生，关心其隔离期间
的心理状况。

像王先生这样情况的特殊人群还
有不少。对于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
老年人和残疾人，社工、志愿者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联系，持续关注这部分
群体封控期间的服务需求，妥善解决他
们的急难问题。很多“老伙伴计划”的
志愿者们与结对的老人每天通一个电
话，通过“远程陪伴”，提供温情关爱。

疫情期间，像这样的暖心故事还
在不断上演。下一步，新海镇将继续
密切关心社区内的特殊群体，加强对
困难群众的帮扶，确保他们身体、心理
健康、平稳度过疫情，全力以赴为社区
营造“家”的温暖。

□ 记者 杨祎晨

本报讯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执
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有商家通
过某视频平台以 280 元每份的价格在
线销售蔬菜套餐，该套餐内含芹菜、西
红柿、红薯、莴笋、草头、卷心菜、大蒜、
西葫芦、青菜、甜菜 10种蔬菜共计 5千
克，经初步核查其所售蔬菜的进销差
价率不符合《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认定
哄抬价格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的相
关规定，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
格法》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当日
区市场监管局对其涉嫌哄抬价格的行
为 立 案 调 查 。 该 案 件 目 前 正 在 办
理中。

据了解，区市场监管部门在疫情
期间加强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
监管，并结合近期封控区域变化和市
场运行实际，扎实推进价格执法办案
工作，严格加强对各类串通涨价、哄抬
物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的执
法力度，切实维护了崇明地区生活必
需品和防疫物资市场价格秩序。

3 月以来，区市场监管局累计出
动执法人员 2999 人次，检查药店、商
超、防疫用品零售店等共计 3760 户，
发放价格提醒告诫函 2363 份，告诫经
营者不得有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损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的
价格违法行为，引导、监督经营者诚信
经营，加强行业自律，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服务疫情防控大局。

据介绍，疫情防控以来，本区民
生商品和防疫物资供需进一步加大，
多元化的市场供需为“社区团购”营
销模式提供了发展空间，微信购物群
遍地开花，成为市民采购民生商品和
防疫物资的重要渠道。为规范“社区
团购”价格，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区市场监管部门向辖区内各“社
区团购”组织者、相关经营者发布了

《关于规范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团购”
价格行为的提示函》。要求辖区内各

“社区团购”组织者、相关经营者自觉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等价格
法律、法规；依法做好明码标价工作；
不得有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
格，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
价格违法行为；不得有虚构原价、以
次充好等违法行为。

据悉，“社区团购”组织者、相关
经营者如有相关违法行为，一经发
现，区市场监管部门将进行严肃查
处，并依法实施以下行政处罚：一、
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市场监管部
门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二、捏造、
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
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市场监管部
门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的，处５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0 万元以
上 300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情 节 严 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市场监管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三、利用虚假
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
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
易的，市场监管部门将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５万
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市场监
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区市场监管部门表示，消费者在
社区团购过程中一旦发现经营者存
在哄抬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的，可通
过拨打 12315、12345 向市场监管部门
反映，或通过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登
录全国 12315 互联网平台投诉举报。
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查处，确保市民
的诉求能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同
时，也建议市民尽量优先选择正规渠
道购买相关物资，以免遭受不必要的
经济损失。

本报讯 4月 11日，崇明划定第一
批“三区”名单，除长兴镇外，各乡镇都
有“防范区”，城桥镇全域均为防范
区。身处防范区的市民，去超市购物
时却吃了“闭门羹”，超市方表示，目前
超市暂未对散客线下开放。“超市什么
时候开门呢？”市民发出了疑问。记者
实地探访城桥镇超市，解答市民疑惑。

城内万达京优客超市大门紧闭，
门外有一些前来采购的人员，在出示
相关证明后，进入超市。记者了解到，
超市目前线下不接待散客，接待的主
要为各乡镇或政企单位的“集采集配
集送”人员，他们在出示相关证件，扫
码、测温后，方可进入超市采购。

当天，中兴镇永南村志愿者王逵
来到京优客，帮村委采购一些日常用
品，“主要买一些志愿者需要的矿泉
水、泡面等比较急需的物资。”

京优客经理王强告诉记者，由于
内部消杀需要时间，物流也还未完全
畅通，超市需要为调配物流、组织货源
留出“缓冲时间”，因此暂时不对散客
开放，依然通过集采集配集送、保供套
餐的方式营业。“目前超市内的肉、蛋、
奶、蔬菜等民生商品基本齐全，还有不
少民生类以外的商品还未到货，我们
正在积极组织货源，增加货品供应
量。在加紧配货的同时，我们也将毫
不放松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每天做好
环境清洁消毒工作。”

记者从区经委了解到，按照防疫
工作要求，目前崇明辖区内的各大超
市“关门不停业”，正在加紧配货。崇
明区建立并有效运行了区级层面团购
直采、镇级层面自选套餐、村级层面配
送到家的“区、镇、村”三级集采集配集
送生活物资保供模式。“三区”划分后，
在原本的集采集配集供模式下，部分
保供超市会和邮政快递、第三方物流
合作，进一步增强运力，做好最后百米
物资配送工作。

提醒广大市民，目前上海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由于物流配送等
一些原因导致供货渠道不畅，因此各大
超市“关门不停业”，正在加紧配货补
货。身处防范区的市民，和封控区、管
控区居民一样，需通过上报村居委，集
采集配集送保供套餐的方式进行生活
物资购买。届时，超市恢复营业后，也
请广大市民不要扎堆哄抢物资，防护安
全依然是第一位，希望市民按照社区管
理要求，安全有序外出采购。

□ 记者 郭杨如熠

超市“关门不停业”
开展集采集配集送

新海镇社区温暖不缺位

区市场监管部门全力捍卫辖区市场价格秩序城桥镇严把小区
道口出入关

本报讯 在第一批“三区”划分名
单中，城桥镇 45 个村居全部划分为
防范区。城桥镇作为崇明的中心城
区 ，人 口 基 数 大 、人 员 结 构 多 样 复
杂，虽然身处防范区，但城桥镇始终
紧绷防疫这根弦，严把小区、道口出
入关，持续保持疫情防控良好态势。

城桥镇金日社区 2700 多户居民
收到了由城桥镇政府统一印发的出入
证，和原有小区自制的出入证不同，此
次印发的证件，一户只有一张，居民出
入小区需“亮证”出行，且每次只限
一人。

4 月 13 日上午 10 点左右，记者在
金日东苑和西苑小区门口看到，社区
唯一的进出口，往来车辆人员平稳有
序，居民主动配合，持证出行。

每户只有一张证件，那家中有多
人需要上班，出入小区怎么办？对
于居民们的问题，社区干部、楼组长
及时耐心地做好解释宣传工作，打
消居民疑虑。“一户一证是在原来疫
情防控的要求上做加法，单位工作
人员可以凭工作证进出小区。”城桥
镇金日社区党总支书记董琴华为居
民解释。

除了加强本小区居民的进出管
控，对于外来访客，居委联合物业也
制定了详细的查验制度。工作人员
介绍，来自本镇其他社区的访客，需
出示该居民所在社区的出入证，进
行扫码测温、登记等一系列手续后
由被访者“点对点”接入社区。对于
其他乡镇则提倡跨乡镇不流动，确
有需求的访客需提供城桥镇出具的
通行证。

严把社区出入关，为更好地落实
这一工作，社区门口增加了志愿者、安
保力量，24 小时值守，做到应检尽检，
不漏一人。居委干部、志愿者不间断
在小区巡逻宣传，引导居民非必要不
外出，以所在小区活动为主，自觉做好
自身防护。

除了社区管控，城桥镇对三个主
要入城道口也进行了严格管控，志愿
者会同公安干警加强验证核查，严控
车辆人员跨乡镇无序流动。

为了守住防范区的成果，各级各
部门、社区干部、志愿者们依然夜以继
日，坚守岗位，毫不松懈。

□ 记者 朱卓君

□ 通讯员 荆中华

本报讯 4月 14日凌晨，庙镇鸽龙
村党总支书记杨士达和村两委班子成
员陆赛华、黄赛萍、李靖，镇水务所志
愿者张磊等人在防疫值班巡查中，在
路边救下一位晕倒的老人。

当夜，狂风暴雨，值班人员在巡查
村域道口途中，发现一位老人平躺在
路边。他们立即下车查看情况，发现
老人瑟瑟发抖、意识模糊。杨士达立
即联系警方和 120 救护中心。在等待
急救车到来的过程中，他们为老人遮
挡风雨，并试图与老人沟通。

由于老人年纪较大，又不知经历
了什么，不能完全表达清楚，众人只能
从碎片化的信息中，得知老人为庙镇
启灜村村民。杨士达随即联系启灜村
村干部黄爱前来现场协助处理，黄爱
确认老人为该村村民后，立即联系老
人家属，得知这位老人患老年痴呆，半
夜独自走出了家门。

20 分钟后，警察和 120 救护车先
后到达现场，确认老人情况尚可后，将
老人送回了家。后从家属处得知，目
前老人各项状态平稳。

“这大雨天，多亏了你们这些村干
部，谢谢你们！”当老人被送回家后，老
人家属难掩感激之情，不断对村干部
和志愿者道谢。

280元一份蔬菜套餐？立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