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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10时，上海举行第196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近期有一些从外省市返沪市民

反映，在回沪的时候遇到难题。市卫

健委回应，根据本市疫情防控有关要

求，来沪返沪人员须持有抵沪前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

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应在抵沪

后尽快且不得超过12小时向所在居

村委和单位（或所住宾馆）报告。对

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高风险地

区的来沪返沪人员，一律赋“红码”，

并实施14天集中隔离健康观察，实

行相应频次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隔

离期满且核酸检测均为阴性，转赋

“绿码”。

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

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一律赋

“黄码”，并实施14天严格的社区健

康管理，实行相应频次的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社区健康管理期满且核酸

检测均为阴性，转赋“绿码”。

同时提醒广大市民，非必要不离

沪，非必要不出境。在来沪返沪后开

展7天的自主健康监测，其间每天早

晚两次自测体温，减少不必要的人群

聚集活动，规范佩戴口罩。

市防控办要求，各区要指导督促

街镇加强对接，做好政策解释疏导，

不得阻拦、拒绝有关人员返回社区。

另外，对于广大市民比较关心的

疫情期间电费缴费问题，国网上海市

电力公司总经理阮前途说，国网上海

电力已于4月5日公布了《全力防控

疫情保障供电服务十项举措》，其中

明确承诺对受疫情影响、交费有困难

的居民用户，严格实施“欠费不停电”

和“减免违约金”的便利举措。疫情

期间采用远程采集的方式进行抄表，

如果当月采集不成功的，则采用“估

抄”或者下月合并出账的方式。由于

疫情原因，3月、4月的电费纸质账单

还未能投递，给不少居民客户带来了

不便。居民客户在收到纸质电费账

单后，请留意账单上标注的最后缴费

期限，只要在此期限之前完成缴费，

就不会产生违约金。

念想
李一能

新民随笔
沪上公园正加紧

开展环境清洁消杀，

加速推进各项开园准

备。截至昨天已有31座公园

恢复开放，5月31日前城市公

园开放数量将达101座，主要

集中在奉贤、金山、嘉定、崇

明、闵行、青浦。

记者从闵行区绿化部门获

悉，今天起，将有41座城市公园

开放，开闭园时间较以往略有调

整。闵行体育公园等部分公园暂

缓开放，其他城市公园5月28日

后将视具体情况陆续开放。

市公园管理部门表示，截

至5月26日，本市城市公园中

恢复开放的已达31座，主要分

布在奉贤区和金山区。其中，

奉贤区有25座，包括古华公园、

泡泡公园、九棵树艺术公园等；

金山区有6座，包括荟萃园、新

城公园等。

5月31日前，还将有70座城

市公园逐步开放，包括奉贤区1

座、金山区5座、嘉定区2座、崇明

区3座、闵行区41座（莘庄公园、

古美公园、红园、闵行文化公园

等）以及青浦区18座（曲水园

等）。届时，城市公园开放数量将

达到101座。

今天，东平国家森林公园、西

沙明珠湖2家国家4A级旅游景

区恢复开放。

6月1日起，中心城区的城

市公园将在确保疫情防控要求

的基础上陆续恢复开放。

根据防疫要求，恢复开放的

公园将严格执行各项措施。入

园实行“预约、错峰、限流”管理，

当日游客量控制在最大承载量

的50%。入园游客须规范佩戴

口罩，自觉接受体温检测，提供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主

动扫“场所码”或经“数字哨兵”

验证通过后入园。而游客之间

也应自觉保持2米以上安全距

离，园内禁止开展广场舞、交谊

舞、大合唱等人群聚集活动，禁

止组织各类展览、园艺文化、园

艺大讲堂等聚集性、群体性活

动。餐厅、茶室、展馆等室内场

馆以及游乐设施、健身场地等室

外场所暂缓开放。

据悉，目前，全市399座城市

公园已完成“场所码”或“数字哨

兵”部署。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本报讯（记者 毛

丽君）尽管受到疫情影

响，但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各

项工作不断不乱，紧锣

密鼓推进：2022年度76

项年度重点工作中，有

12项基本完成。这是

记者从昨天以视频形式

举行的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理事会第六次

全体会议上获得的信息。

据介绍，今年以来，示范区坚

持制度创新和项目建设“双轮驱

动”，各项重点工作有力推进，76

项年度重点工作中，有12项基本

完成，60项取得阶段性成果。同

时，聚力“8+1+1”重点领域，进一

步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形成示范

区跨区域政府性投资项目审批操

作办法、示范区竞争环境评估指

标体系、示范区“E企融”信易贷

服务平台等一批高“含金量”的制

度创新成果。

在“一厅三片”重点区域和

互联互通、生态环保、产业创新

等重点领域，示范区印发实施水

乡客厅2022年度重点项目建设

计划，协调推进“一厅三片”、一

河三湖、沪苏嘉城际等重点项

目，推进水乡客厅进入实质性建

设阶段，集中度显示度持续提

升。突出凝聚高端要素资源，召

开示范区开发者联盟与先行启

动区项目对接会，精心筹办开发

者大会暨首届全链接大会，“朋

友圈”进一步扩大。

而在本轮严峻的疫情防控

形势下，示范区执委会会同两区

一县探索深化疫情联防联控、

跨域互帮互济等机制，在全国

区域协调发展中进一步发挥示

范效应。

下一步，示范区将在生态绿

色、共同富裕、产业协同创新、数

字化转型等方面集中发力、形成

示范，推动取得更大集中度和显

示度。

本报讯（记者 宋

宁华）滨江森林公园二

期、陆家嘴水环一期、龙

阳雨水泵站新建……随着复工复

产的步伐加快，浦东多个生态基

建项目加快重启。今天，记者从

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基建中心

（以下简称“基建中心”）了解到，

浦东已有19个在建重大工程项

目列入复工复产“白名单”。

据介绍，浦东新区生态环境

局纳入复工复产的在建基建工地

共有29个，其中20个为浦东新区

重大工程。目前，19个在建重大

工程项目已列入第二批浦东新区

建筑工地复工复产“白名单”。

这19个项目中，包括滨江森

林公园二期、浦东新区G1501重

点生态廊道建设项目（二期）等绿

林项目；龙阳雨水泵站新建、白海

连通管等供排水项目，以及外环

南河、外环运河、浦东运河等多条

段河道的整治工程。

记者了解到，除了已经列入复

工复产“白名单”的19个项目以外，

其他工程项目也将于本月底前完

成复工备案。6月1日起，逐步扩

大施工工地个数，直至全面复工。

“在确保工地和人员安全、稳定、可

控的基础上，将严格按照相关要

求，循序渐进推进基建工地复工复

产。”基建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心城区公园6月1日后陆续开放

多个生态基建重大项目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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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外省市返沪回小区有何要求？
市防控办：各区要指导督促街镇做好政策解释，不得阻拦拒绝

市卫健委提醒，新冠肺炎病

毒感染者治愈出院、出舱后继续

实施7天居家健康监测，在居家

健康监测6天内无需进行核酸

和抗原检测，第7天开展1次核

酸检测，由属地安排专车将其转

至公立医疗机构检测，或由医务

人员上门采样送公立医疗机构

检测。居家健康监测后3个月

内，不纳入社区筛查，如需出入

公共场所，应遵守场所要求的有

关规定，如需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按照“愿检尽检”原则，如无

发热等不适症状，可自行前往常

态化核酸检测点，凭《解除隔离

医学证明》，明确提出核酸检测

采用“单人单管检测”。

本报记者 左妍

根据本市推动商贸企业有

序复商复市相关工作安排，餐饮

服务现阶段实行线上线下外卖，

不提供堂食，后续根据疫情防控

形势逐步恢复。市、区两级商务

部门正在推进餐饮网点复市，全

市 178家连锁餐饮企业旗下

9148个网点，目前已恢复可提供

线上线下外卖的门店2737个，

占比30%；员工上岗数1.79万

人，占比12%。

市商务委二级巡视员赖晓

宜表示，近期，发布了餐饮行业

复工复市疫情防控指引，员工返

岗后严格落实闭环管理，对返岗

员工设置2天静止期，返岗后做

好每日一次核酸加一次抗原检

测。经营场所须张贴“场所码”

或设置“数字哨兵”。复市后，每

日对经营场所进行定时开窗通

风和环境消毒。对公共用品和

设施，每日清洁消毒三次并做好

记录。安排专人接收采购货品，

对货物表面消毒后再入库。有

运输车辆的，每日两次对车辆进

行消毒。对外卖品类严格执行

“食安封签”管理，查验取餐快递

骑手的电子通行证，落实防止交

叉感染的各类防护措施。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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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附近有一片即将动迁的老城厢，这
里的老弄堂，以及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都保
留着许多上世纪的影子。就在疫情暴发前
几天，我在一个弄堂门口偶遇一位宛若“时
空穿越者”的阿姨，正摆摊卖小馄饨，而如今
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时没有多买一点。
记得那天我路过一个弄堂口，看到一

位上海阿姨正坐在门廊下摆摊，卖的是生
小馄饨，三元钱一包。我已经好多年没有
看到过这样的小摊，包括这“良心售价”，简
直也像是“穿越”而来的。于是想也没想，
就把剩下的三包都买走了。
“要不要我再帮你现包一点？”阿姨见

来了“大客户”，热切地看着我。我想了想
说：“慢点再说吧，我先回去吃吃看，好吃再
来买，反正家里离这边近。”当时我没有想
到，这一犹豫，至今也没能再次光顾。
先说小馄饨，就是小时候熟悉的味道，

馄饨皮薄如蝉翼，中间一点点鲜肉，不多不
少滋味恰到好处。吃过这么多的小馄饨，
能做出这样的感觉独此一家，只可意会难
以言传，总之我是被惊艳到了。
不料几天后，疫情暴发。当我再次来

到阿姨摆摊的弄堂，看到整个街区被护栏
围得严严实实。当时我还在想两周差不多
能解封，没想到一晃眼过了两个月，我还被
困在浦东连家都回不去。在最难熬的时
候，特别想吃阿姨家的小馄饨，连我自己都
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时候心心念念的，居
然是一碗小馄饨？
后来我还是想明白了，弄堂口的小馄

饨其实也不是什么绝世美味，但对我而言，
是儿时的记忆，是家乡的味道。找阿姨买
小馄饨去，更是我解封后回归正常生活的
念想。经过这波疫情，许多人对生活看法
也许都会改变。而对于我而言，会更加珍
惜平凡的每一天，以及那些在生活中偶遇
的幸福。希望下次回到弄堂口，馄饨阿姨
还在那里，一定要让她多包一点。

餐饮
服务 实行线上线下外卖不提供堂食

12项年度重点工作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