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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蕾）今天
凌晨， 上海地铁将解除 2 号
线淞虹路至徐泾东区间的封
锁，工完料清，恢复隧道内运
营环境。施工人员对区间所有
设备检查完毕后，将完成正线
运营前的最后一次巡道检查。

结合此前已完工的 9 号线部
分区段整修， 上海地铁春节
前后为期 11天的隧道停运整
修工程落幕。随着徐泾东站、

虹桥火车站站、 虹桥 2 号航
站楼站等三站正式恢复运营，

从今天起，乘火车飞机到达虹
桥枢纽的乘客可乘坐 2 号线
直达市区。

本次停运整修施工期间
正值抗击疫情，上海地铁高度
重视监控与防控。隔离施工的
同时，安排站台消毒，要求所
有人员佩戴口罩，并在出入口
位置设置体温测量点，密切关
注人员身体健康状况。目前所
有参与项目的人员健康状况
均稳定良好。

1月 23日至 2月 1 日，地
铁 2 号线共运送乘客 182.6

万人次， 日均客流 18.3 万人
次， 同比去年下降 79.4%。施
工期间， 轨交 2 号线虹桥 2

号航站楼、虹桥火车站、徐泾
东三站停运，交通管理部门专
设了 2条公交接驳线路。其中
截至 2 月 2 日 13 时，“2 号线

淞虹路至 10号线上海动物园” 共计开行 798

班次， 运送2431 人次。“2 号线淞虹路至虹桥
东交通中心”共计开行 1026 班次，运送 7028

人次。

今日看点一名摊贩进货时说不敢多进，这两天顾客看到菜价跌，开始理性消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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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蒙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上海抗击疫情的最前线，除了
奋战的医护人员，还有一支队
伍日夜驻守。他们平均年龄不
到 25岁， 大部分是 95 后，24

小时等待隔离病房里传来的
紧急需求，口罩、防护服、消毒
酒精……前方缺什么，便第一
时间补上。

1月下旬至今， 上海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物资保障从初期
的紧张，到如今的充足平稳，有
赖于这支来自上药器械的医院
供应链保障团队的不懈努力。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白衣
天使们将这些年轻人称为特殊
时期的“好管家”。

微信呼叫，悉数赶回
松江小伙狄迪是这支近

10 人团队的负责人。1 月 20

日应急战役打响以来，他每天
休息不到 6小时，最后把沙发
床从家里搬到医院，“夜里回
家躺下总觉得放心不下，都
要神经衰弱了 ， 不如不回
去。”狄迪说，家人虽有担心，

但仍全力支持，他父亲亲自把
沙发床送到儿子坚守的一线。

这支团队原先就驻场在
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平
时他们为医院提供物资管
理和配送， 通过先进的供应
链管理，帮助科室降低成本、

提高绩效。抗疫战役打响，团
队接到命令，摇身变成“后勤
部队”。

正月初二，上海公共卫生
临床中心 A3定点隔离病房全
满，A1病房紧急启用。当晚大
雨中，上药供应链保障团队接
到任务，2 小时内完成物资保
障。当时现场值班的只有 4人，另 4 位员工已经换
班回家。微信群里一声呼叫，悉数调头赶回，300箱
N95口罩、50箱防护服……正常需要一天为医院配
齐的物资，2小时完成卸货、清点、配送。

“公卫很大，我们有一辆电动小三轮，那天来
回跑十几趟。前方争分夺秒，我们要在自己的环节
帮他们把时间抢出来。”狄迪说，当时他们两人一
组，各司其职，跑接力赛一样完成突击任务。保障
团队介绍，抗击疫情以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物资需求量激增，保障压力巨大。前期，政府储备
物资和上药集团临时组织的物资通过大物流来到
医院仓库。

自己开车去机场运回物资
从第一例确诊病人入住隔离病房开始，保障团

队就 24小时驻场。他们随时把握库存变化，了解医
护人员需求，通过信息化手段动态补货。近日来，发
往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物资源源不断， 保障工
作也进入相对稳定状态。

“连续十多天持续高强度作战，小伙伴们身体、

心理都到了极限，但想到一墙之隔的医护人员还有
需要，没有人放松下来。”上药器械党员志愿突击队
队员陆晋涛说，上药器械以党员志愿者为主，组织
起 8人突击队，火线支援公卫驻场团队，通宵值班，

应对医院的紧急物资需求，让连续十多天工作到深
夜、三班倒的同事们减轻压力。

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之外，上药器械还有
更多应急管理、采购、物流团队投入保障。抗击疫情
期间，他们承担起上海市一、九院、胸科、龙华、仁
济、中山等医院的驻场保障工作，充分利用先进的
信息技术和供应链管理手段，更用“笨办法”克服节
日期间的困难。这些天，数以万计的保供物资在上
海粤秀库、丰功库出了又进，进了又出；快递跟不
上，他们自己开车去机场运回紧缺物资……

“2003 年非典时我就在公司了，17 年过去，上
海的医疗水平今非昔比，医院背后的供应保障能力
同样大幅提升。” 上药器械医院供应链保障负责人
刘唯清介绍，在物资供应保障方面，如今市场化的
专业团队离医院和病患更近， 效率有了质的飞跃。

“不变的，是大家共抗疫情，不让医护人员有后顾之
忧的信心和决心。”

本市延长大病登记和医保零星报销受理期
加快各区医保中心大病登记实时上传进度，由医疗机构直接上传信息

本报讯 （记者 邬林桦 吴頔）记者从市
医保局了解到，为有效保障疫情医疗救治工
作，将延长大病登记和医保零星报销票据受
理有效期半年，并加快各区医保中心的大病
登记实时上传进度，由传统的医保经办机构
柜面操作调整为医疗机构直接上传信息，进
一步优化医保经办流程。疫情当前，医保部
门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完成大批量资金拨付
工作，为疫情医疗救治提供及时资金保障。

市医保局表示，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
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市医保中心对窗
口经办服务进行全面梳理和优化，各区医保
中心将加快大病登记实时上传工作进度，由
传统的医保经办机构柜面操作调整为医疗
机构直接上传信息。

同时，将延长大病登记和医保零星报销
票据受理有效期。 对于大病登记有效期在
2020年 6月 30日前到期的，一律续期半年；

在 6 月 30 日前超过零星报销规定时效的，可
延长到 12月 31日前申请。

此外，医保部门鼓励本市参保人通过“一
网通办”平台在线申领《医保卡》及《就医记录
册》。 离沪参保人未及时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
续的，可通过“一网通办”“随申办”等渠道办
理， 也可拨打上海医保经办电话核实身份，确
认相关信息后办理。 无法完成备案手续的人
员，可先垫付医疗费用，事后申请零星报销。

为保障疫情医疗救治专项资金及时拨付
到位，春节期间，市医保部门紧急与市财政部
门、上海银行联系资金拨付事宜。因春节假期
资金大批量支付渠道关闭， 银行提出通过小
额支付系统的绿色通道拨付资金， 但是此通
道需要手工打印票据并通过银行柜面支付，

工作任务繁重。 对于市医保中心基金科负责
人乌家伟而言， 这个春节都是伴着成堆的票
据度过的。方案测算、凭证交接，每一个环节

乌家伟都要反复核算，“这是疫情救治的救命
钱，必须绝对准确。”

在银行专门安排的工作人员配合下，医保部
门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大批量资金拨付工作，疫情
医疗救治得到及时的资金保障。1月 30日， 医保
部门紧急拨付预付资金至市卫健委公布的设置
发热门诊的定点医疗机构，专项用于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确诊和疑似患者医疗费用。

据悉，按照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和市委、市政
府的工作要求，市医保局会同市财政部门全力保
障患者救治费用，确保确诊和疑似患者不因费用
问题得不到及时救治，免除其后顾之忧。为减轻
医疗机构垫付压力，确保其集中精力做好救治工
作，对确诊及疑似患者医疗费用予以单列，不纳
入医院总额预算指标。随着各类银行资金支付渠
道恢复开放，市医保部门为保证本市主要医院救
治资金充足，近日即将陆续向 400余家主要医院
预付 2月份医保资金。

本市10余家连锁超市卖场上网卖菜，物流配送全程做好防护

市民不必拼手速不用再囤菜
■本报记者 任翀

这些天，很多市民选择网上买菜。由于
提供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的网上菜场就那么
几家，一些市民为了购买新鲜蔬菜，纷纷拼
手速。但从昨天开始，上海 10余家连锁超市
卖场以及部分社区菜场与京东到家、达达快
送平台合作，集体上网卖菜，重点保障每天 7

时至 10时的蔬菜供应。

目前，上海加入这一线上卖菜计划的商
超包括沃尔玛、卜蜂莲花、世纪联华、永辉、

正大优鲜、农工商、永旺、奥乐齐、联华超市、

七鲜超市、上蔬永辉、吉买盛、绿地优选、城
市超市等。

“很多消费者觉得网上菜场买不到菜，

这是短时间内大量消费者集中购买造成的。

在线下商场，新鲜蔬菜供应充足。”永辉超市

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各地蔬菜基地供应和物流
配送服务都较稳定， 门店蔬菜能实现一日一
配，“上架的蔬菜等农产品都是新鲜的，而且源
源不断，消费者无需囤菜。”为了满足市民宅在
家买菜的需求，超市方面决定加大与京东到家
合作，增加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的服务能力。

京东到家近期“跑腿买菜”“跑腿买药”等订
单量明显增加， 蔬菜销售额同比去年增长
510%。面对持续增长的线上需求，京东到家和
达达快送决定与合作商超卖场共同启动 “到家
新鲜菜场”项目，重点保障每日7时至10时的生
鲜类商品供应、 及时配送。“这一时间段是消费
者买菜的高峰，平价蔬菜的供应量要保证，配送
效率也要保证。我们在这一时间段供应白菜、土
豆、西红柿、黄瓜、青椒、萝卜等平价蔬菜，以及
油麦菜、 娃娃菜、 青菜等上海市民偏爱的绿叶
菜。”京东到家和达达快送相关人士表示。

很多骑手也支持这个项目。老家在黑龙江
的谢晓荣是一名女骑手，春节前就决定留在上
海，碰到疫情后，接单量明显增加，这些天每天
工作时间超过 9个小时。“我多配送，就意味着
大家能少出门，这是好事。”这个东北姑娘说话
特别爽快，“平台给我们发了口罩，N95的和一
次性医用外科的都有， 只要上岗就全程佩戴，

平均每天用 2 个。餐箱每天清洁，用电视里教
的方法，先用消毒水清洁，然后放通风处吹干，

散消毒水味。我的配送工服，本来就每天洗，现
在还加点消毒水，自己放心也对别人负责。”

谢晓荣觉得，商家、市民的防范意识都很
强。去商超取菜，要量体温，体温正常才能进
门；市民这边，很多用户主动提出“非接触配
送”，要求她把商品放在保安处或家门口，还有
不少小区对配送员进行登记、量体温，“非常时
期，严格一些对大家都好。”

宿管阿姨一一记下这些特殊要求

为推迟返校学生呵护花草

■本报记者 徐瑞哲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华东理
工大学延期开学，通知一发，徐汇校区学生公寓 14

舍的微信群“炸开了锅”。原定本月 17日开学的，现
在无法提前返校。大批学生开始担心自己养在寝室
的花花草草：

“阿姨，可以帮我给 304的花浇点水吗，我怕枯
萎了……”

“阿姨，431寝室的小鱼可能命难保，帮我看一
下可以吗……”

同学们的焦虑和请求在群里不断出现。当天值
班的宿管员阿姨郑波对同学的请求一一回复，并在
纸上列了清单，担当起临时园丁的角色，一一上门
料理。

郑波和寒假留校的一位学生一起，按照清单进
入相关寝室， 依照同学要求照顾这些可爱的小生
命：浇水、移位、换水……等一切工作完成后，她在
群里告知同学们放心。

郑阿姨暖心的举动得到学生们和后勤老师点
赞。 郑波在群里回复：“我只是做了宿管员的分内
事， 同学们的感谢和老师的表扬让我既开心又不
安，疫情无情人有情，等待同学们平安归来！”

记者了解到，郑波去年 12月份刚入职，上岗只
有一个多月， 但平日在群里与同学们贴心交流，很
快跟大家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是同学们心中的“好
妈妈”。 虽然寒假期间整栋 14舍只有 3人留校，但
只要有人在，她就要负责保护好楼里的每个学生的
安全：登记学生出入，负责给学生量体温，每天早上
还对楼宇内学生经常出入的地方进行消毒。

事实上，在战“疫”期间，像郑波一样默默坚守
在岗的华理后勤人员还有很多。目前，全校 100 多
人都在校进行后勤保障服务。

批发市场客商上座率提升至五成，供需关系日趋平稳

蔬菜价格明显回落，有些品种低于节前
本报讯 （记者 吴卫群）昨天是正月初

九，随着返程客流逐步回升，上海蔬菜供应
跟得上吗？

蔬菜供应能否有保障， 批发市场是龙
头。记者昨天从上海蔬菜集团旗下江杨农产
品批发市场获悉，市场内蔬菜经营户的“上
座率” 已从年初五前的三成提升到五成，肉
类经营户“上座率”随着各地屠宰加工厂开
工，回升更快，从年初五前不到一成，也回升
到五成左右。

市场内，蔬菜批发价格随着近几天上海
市场供需关系日趋平稳，也大幅回落。在客
菜区，一位来自山东寿光姓徐的经营户告诉
记者，目前他的日销售量已达到 20吨，接近
正常时期日均 25 吨水平。摊位上，黄瓜、茄
子、丝瓜、西葫芦、西红柿……品种十分丰
富。“现在的价格与春节期间的最高价相比，

打了对折还不止。有的品种只有春节期间最
高价的三成左右。” 徐老板说，“山东有的是
菜，欢迎大家多来采购。”

江杨市场是上海最大的郊菜批发市
场，也是市场上郊菜价格的风向标。在郊菜
批发区，矮脚青菜、小菠菜、塌棵菜、芦蒿、

芹菜、香菜……应有尽有。到了下午，记者
看到不少经营户挂出“跳水价”，上面写着：

西兰花每 500 克 2 元（整筐）、有机花菜每
500克 1.5元（整筐）、卷心菜 20元/包（共计
15公斤）……一位市场管理人员说，他们排
摸下来， 几个大路品种的价格较春节期间
的最高价均有明显下降， 如青菜批发均价
目前为每 500 克 0.7 元、菠菜 1.7 元、大白
菜 1.2元。

现场，一位来自太仓浏河的杨姓经营户
说，他的摊位目前每天供应量为 1 吨，基本
恢复到节前水平，批发价格也跌落至春节期
间最高价的四到五成。正说着，在杨浦区某
菜场设摊的一名摊贩来进货，他说，现在也
不敢多进货，因为顾客就是这样，买涨不买
跌。“这两天媒体天天宣传别囤菜，顾客看到
菜价在跌，也就逐渐开始理性消费。我进得
多卖不掉，反而损失大。”

江杨市场总经理刘智刚告诉记者，尽管
目前市场蔬菜供应状况比较平稳，但绝不能
掉以轻心。抓疫情防控和抓保供稳价，两手
都要硬。

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江杨市场立刻
建立“管家模式”，六大经营管理部门的 115

名责任人， 与整个市场 2752户经营者进行
“认领对接”，牢牢掌握责任区域内人员的春
节去向、返沪时间、接触人员和身体状况等，

起到“人盯人，盯紧人”效果。

“等经营户集中返沪进场后，在抓疫情
防控的同时，我们还要把握住上海目前餐饮

消费减少、居家消费增加、新零售到家服务
需求活跃等特点，帮助经营户与超市、卖场、

新零售企业开展对接。 进一步开拓山东、云
南、海南等产地的蔬菜供应渠道，丰富市民
餐桌。”他说。

另外， 记者从农工商超市和联华超市获
悉， 两大商超集团昨天蔬菜日供应量均为 200

吨， 农工商超市日供应量与春节期间一致；联
华超市较春节期间最高峰的 370吨明显回落，

但仍有正常进货量的四倍。 相关负责人士说：

“一方面，超市卖场周围的菜市场、农贸市场、

菜店这两天正陆续开业，顾客得以分流；另一
方面，顾客日趋理性。价格方面，联华超市从初
五、初六开始，蔬菜价格逐步回落，目前，有些
蔬菜品种的价格比节前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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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品种丰富。 吴卫群 摄 永辉超市三林店备货充足。 任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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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火车站
变得空荡荡
昨天，全国春运第 24 天，

铁路上海站客流继续保持低
位， 当天该站停运旅客列车
188对， 预计发送旅客 2.7 万
人次， 到达旅客 13.8万人次，

到达旅客较去年同期减少
36.2万人次，下降 72.4%。

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进入
火车站， 请务必戴好口罩。目
前，铁路上海站对出发和到达
的旅客进行测温，请旅客进出
站乘车时，听从车站客运工作
人员的引导， 自觉遵守秩序，

主动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图为平日里人头攒动的
上海火车站南广场进站口变
得空空荡荡。

本报记者 孟雨涵 摄影报道

成都青白江区5.1级地震
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新华社成都 2月 3日电（张海磊 董小红）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月 3日零时 5分，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发生 5.1级地震， 震源
深度 21千米， 震中位于北纬 30.74度， 东经
104.46度。

成都金堂县一位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地震摇了有十几秒，家里震感明显，床剧烈晃
动。地震时，在成都市区的记者也感觉到明显
震感。

截至发稿时， 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详
细信息在进一步了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