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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家卫生区、国家卫生镇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这些变化你发现了吗？

本 报 讯 （记者 刘 轶 琳） 近年来，
上海通过“着眼问题、着眼细节、着眼整
改、着眼制度、着眼发动”这五个
“
着眼”，
把握
“
集中力量抓好环境卫生工作、进一
步加强农村爱国卫生工作、因地制宜开展
基础设施建设、助推健康上海建设、强化
督查促进工作质量提高”这五个
“
抓手”，
大力推动国家卫生区镇创建工作取得显
著成绩。
经过25年努力， 至2020年上海在全国
率先实现国家卫生区全覆盖、国家卫生镇基
本全覆盖的目标。 持续提升的环境卫生质
量， 市民不断强化的防病意识和健康行为，
也为疫情常态化防控构筑了
“
铜墙铁壁”。

数字效能“智理”卫生顽疾
助力疫情常态化防控

寒冬腊月的夜晚，七宝老街的
“守夜
—智能清洁机器人开始工作了。 洒
人”——
水、清洁、擦干……4-5个小时的全自动作
业后，焕然一新的老街又将以最好的面貌
开门迎客。 近年来，七宝古镇管委办积极
运用智能设备， 并依托微网格管理机制，
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七宝老街是七宝古镇历史风貌保护
区的核心区域，人流如潮的南大街更是沪
上知名的小吃一条街， 街面油污严重，给
卫生环境治理带来了重重压力。 如今，智
能清洁机器人的启用大幅提升了清洁效
率，降低了人工成本。
在七宝古镇，智能设备的用武之地不
止于此。 商居混住、商旅混合的七宝古镇
存在人流量大、密集程度高等特点，游客

多，产生的动态垃圾自然就多了。 结合
“
一
网统管”项目建设，七宝古镇试点垃圾桶
溢满报警等智能单元，利用信息化手段在
第一时间掌握现场情况。
目前，七宝古镇南、北大街上的12个
垃圾桶已全部安装了溢满报警装置，可及
时向保洁人员发出
“
告警”信息，实现早发
现、早处置，大大提高了对垃圾箱溢满情
况的处置效率。

健康理念融入市民生活
不断推动健康城市建设
“
一边有浦江美景可以驻足观赏，一
边还能测量健康指标， 了解健康知识，这
座望江驿真是站如其名
‘
观健’。 ”市民刘
先生口中的这座望江驿，是位于浦江东岸
靠近塘桥新路的望江驿9号·观健主题站。
望江驿位于黄浦江东岸滨江22公里的公
共空间内，按照1公里至少布局1处驿站及
“
一驿站一特色”的要求开展建设，共将设
置22所驿站。 市民或游客行至滨江，这里
是不可或缺的落脚点。
“
在市民落脚休息的同时，只需刷一
下身份证，就可以通过站点里设置的智能
健康监测设备测一测血压、心率，了解自
己的健康状况。 ”望江驿9号的工作人员介
绍，驿站自去年12月1日试运营，刚
“
满月”
不久就有近800人次进行了健康指标的测
量，颇受周边居民和游客的欢迎。“
来望江
驿的老年人喜欢测血压、心率、心电图，年
轻人则更喜欢测量体重、身高、体脂率。 ”
工作人员说。
望江驿9号以健康为主题， 通过智能物

联设备、创新健康好物的展示与沉侵式体验，
打造未来健康展示厅，并结合线上健康云平
台及线下互助形式，开展健康传播和健康服
务。 目前，观健主题站已开展了多场线上直
播、线下互动的健康活动，如关爱老年人心理
健康活动、脂肪肝患者的饮食疗法等，汇聚医
疗健康领域知名专家、技术达人展示健康文
化风采，形成健康文化交流主题站。
为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提高居民
健康素养，浦东新区充分发挥浦江东岸的
窗口作用， 推动开展健康展示和体验活
动，打造东岸滨江健康传播带，用望江驿
串起浦江东岸的健康生活。 随着22座望江
驿的逐步赋能， 健康元素的不断充实，将
构建起黄浦江东岸滨江22公里的健康风
尚传播带，充分利用公共服务空间，拉近
健康科学与公众的距离，让健康理念飞进
千家万户，助力健康城市建设。

提升农村卫生水平
打造健康宜居的乡村生态
青浦区作为上海唯一与江浙两省交界
的区域， 具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天然禀
赋。 为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多年来，上海创
卫工作不断向边远薄弱的农村区域发力，
着力提升农村环境卫生和村民健康水平。
“
以前总以为，农村没有苍蝇和蚊子
是不正常的，也就没有重视。 培训后我们
才知道， 许多毛病都是这些害虫带来的。
如今，村里不仅有专人灭虫害，还手把手
地教我们。 现在，我们都能放心地把东西
晒出去，晾晒酱瓜时不加网罩都没问题！ ”
针对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虫害
“
顽疾”，青浦

区爱卫办抽调村内的病媒防治兼职人员，
分期、分批举办培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同时向村民普及病媒传染病知
识，并发放标准化工具，指导村民学习掌
握灭蚊、灭蟑、灭鼠等技能。 此外，青浦区
还连续5年组织开展农村公益灭蟑活动，
累计受益家庭近万户，有效降低了疾病的
传播风险，提升了村民的感受度。 同时，青
浦区以
“
人人清洁家园”行动为载体，大力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目前，全区
卫生村达到全覆盖，健康村覆盖率达95%
以上，灭鼠达标村在90%以上。
针对农村地区中老年人居多、急救资
源相对短缺、 院前急救网络覆盖相对不
足、村民的急救技能缺乏等问题，青浦区
开拓创新农村健康促进工作，借助美丽乡
村建设， 开展村居重点人群急救培训工
作。 目前，全区已设置450台AED，村内工
作人员和许多村民都掌握了急救知识和
技能。 2019年，青浦区居民的健康素养具
备 率 达 30.50% 、 健 康 知 识 知 晓 率 为
85.50%，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随着农村
健康环境的改善、健康元素的增多，在那
乡间道路上，古稻蛙鸣声中，青浦的农村
生态将会宜居又健康，距离
“
健康生活、活
力乡村”的目标将会越来越近。
市爱卫会副主任、市卫健委主任邬惊
雷表示，改善市民生活环境质量、增强市
民健康素质，这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坚
持不懈、努力推进。 上海将加大力度、加快
进度，确保民心工程持续巩固，为建设整
洁、良好、健康的城乡环境作出更大贡献，
为建设全球健康城市奠定更强基础。

超市商场及冷链食品包装如何消毒？
全套消毒流程是这样的

申城气温回升 明天17℃
经历了强寒潮后的申城气温已明显回升。 这两天，在外滩和苏州河滨水空间，前来享受冬日暖阳的
市民游客络绎不绝，一些准新人也乘着中午暖意融融前来拍婚纱照。 据气象预报，申城本周五的最高气
温将达17℃左右。
图文 东方 IC

沪公交从业人员新冠疫苗接种启动
优先安排途经机场、火车站等线路司乘人员

本报讯
（记者 王佳妮） 记者从久事公交
集团获悉，为做好常态化防控、加强个人防护，上海
公交从业人员新冠疫苗免疫接种工作全面启动。 其
中将优先安排途经机场、火车站、客运码头、长途客
运站等公交线路的司乘人员接种。
1月12日13时30分， 在石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疫苗接种点，来自巴士三公司中运量71路、136
路、224路的公交员工排队等待接种。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为新冠疫苗接种开辟了专门区域，从外到内，依
次设有登记区、候诊区、接种区、留观区。 在登记区，
接种人员需进行体温测量并出示健康码， 方可进入
候诊区。 整个接种流程中，从登记到留观，接种人员
单向流动，现场井然有序。
刚接种完疫苗的948路驾驶员宋刚正在留观区等
候。“
医护人员很专业，问询很详细。 我打完快半小时
“
这是对
了，没什么不良反应，心里踏实多了。”宋刚说：

广大公交人的关爱保护，也是公交人对疫情防控的最
大支持。 ”同样，26路驾驶员庄明龙也早早报了名：
“
我
们每天都和乘客接触，作为重点人群，接种疫苗既是为
了自己的健康，也是为了乘客的安全着想。 ”
据久事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本市交
通行业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 部署
要求，集团以职工知情自愿、应种尽种为原则，做好
科学引导和宣传动员。 要求公交企业以不影响行车
安全和运营秩序为前提， 合理安排驾驶员等一线人
员接种疫苗；优先安排途经机场、火车站、客运码头、
长途客运站等公交线路的司乘人员；完成接种后，安
排驾驶员休息一天。
记者获悉，截至1月12日，久事公交集团和下属
营运公司党政班子成员已带头完成第一针的疫苗接
种。 自愿接种职工达到19207人， 其中一线驾驶员
13230人。

本 报 讯 常态化疫情防控
下，坚持有效的预防措施很重要。
超市商场如何消毒？ 进口冷链食
品如何消毒？ 市市场监管局带我
们了解全套消毒流程。
第一步：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做
好手卫生、体温监测和健康记录。
第二步：配置消毒液时，应穿
戴口罩、橡胶手套，根据消毒剂配
置说明，配置消毒液，充分混匀。
第三步： 地面消毒可用拖把
将消毒液均匀拖拭于地面， 保持
湿润，作用30分钟后，使用清水，
再次拖拭，去除消毒液残留。

第四步：对冷柜进行消毒时，
应由上到下、由左到右呈
“
弓”字
形依次喷洒消毒液， 至表面均匀
湿润，作用30分钟后，使用清水抹
布擦拭，去除消毒液残留。
第五步： 接触售卖食品工作
人员上岗时，应使用皂液流动水，
按照7步洗手法充分搓揉不少于
15秒，清洗双手。
第六步： 冷链进口食品入库
前， 应使用500mg/L的含氯消毒
液， 对外包装进行全面喷雾消毒，
要求外包装各部分都喷洒湿润，作
用30分钟后，方可搬入冷库保存。

2020年四季度上海消费者购房意愿环比、同比双上升
本 报 讯 （记者 夏 阳）
昨天，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
究中心和上海社会调查研究中
心上财分中心发布“
2020年第
四季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市社
会经济指数系列”，其中消费者
购房意愿指数为76.0点，环比上
升3.2点，同比提高6.5点，消费
者的购买意愿明显增强。
本季度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第四季度上海市消费者购房意
愿指数为76.0点， 环比上升3.2
点，同比提高6.5点，消费者的购
买意愿有所增强； 购房时机预期
指数78.1点， 比上个季度提高了
4.2点，同比亦上涨1.9点。
关于购房时机方面，23.6%
的消费者认为当前是购房的
“
好” 时机， 环比同比均变化不
大，环比略降0.3个百分点，同比
下降0.5个百分点；认为时机
“
不

好”的则为47.5%，环比下降3.6
个百分点， 同比减少7.2个百分
点；选择时机
“
一般”的消费者占
比为28.9%。
上财统计与管理学院吴纯
杰教授和崔畅副教授分析指出，
本季度消费者在未来六个月的
购房预期中认为时机
“
好”的消
费者为24.0%，较上个季度增加
了0.6个百分点，同比减少1.6个
百分点；而认为时机
“
不好”的消
费者为46.0%， 环比下降3.5个
百分点，同比减少3.4个百分点，
处于近年来的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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