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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郜阳）市

卫健委今早通报：18日，上海

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

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经研究决定，将浦东新区

花木街道碧云路199弄爱建

园、静安区临汾路街道江杨南

路466弄22-23号、虹口区广

中路街道宝山路888弄（3号）、

杨浦区大桥街道双阳支路28

弄、宝山区顾村镇宝荻路535

弄青秀苑卓庭小区等5区14地

划为疫情中风险区。

同时，自今日零时起，将

徐汇区华泾镇华泾路1000弄

等23个高中风险区域解除

管控。

本报讯（记者 杨

洁）市民足不出户就能

尽享夏季水果的甜蜜，7

月18日至8月7日，为

期21天的2022上海优

质农产品盛夏展线上开

启。“展览云端逛”“论坛

直播看”“果品在线

购”……该展通过线上

平台投送，将上海地产郊

区优质果品推向更广的

市场，探索上海地产优质

果品产业振兴之路。

上海优质农产品盛

夏展受上海市农业农村

委员会指导，由上海农业

展览馆主办。根据疫情

防控常态化要求，今年盛

夏展首次“全面上云”。

7月18日-7月24

日，酷暑炎炎“桃”份清

凉；7月25日-7月31

日，“葡”写酸甜“萄”你

喜欢；8月1日-7日，甜

蜜盛夏与“梨”相遇……

根据夏季三大果品不同

的上市时间，“鱼米之

乡”线上平台（App、小

程序）将开展系列促销、

直播等活动，带给市民

实惠。展会重点打造“3

大优质果品”专区+“N

种特色瓜果”，活动期

间，还将开展“缤纷果品

卡”集卡、秒杀专区、跨平

台联动等活动提升消费

者的购物体验和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本

次盛夏展也将全面展示

上海西甜瓜、葡萄、桃、

梨、柑橘和草莓等特色

果品产业的发展风貌。

从生产规模到销售情

况，从种植分布到合作

社代表介绍，从品种信

息到品牌建设进度，为

观众打造一幅上海果品

产业风貌图。

此外，上海果品产

业振兴论坛将于7月27

日-28日举办，邀请果

品全产业链上的各领域

专家，就“上海果品产业

振兴的机遇与挑战”这

一主题进行深度剖析和

多方交流。

日前，在金山区金山卫镇横

召村的上海善晨果蔬专业种植

合作社，鲜甜多汁的蜜梨挂满枝

头。果农们正冒着高温忙采摘，

装箱上市，让市民早日品尝到夏

日水果美味。

据悉，果农采摘的是翠玉蜜

梨，属于早熟品种，皮薄肉脆汁多，

上市期从7月到8月上旬。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蜜梨成熟 采摘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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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个区域被划为
疫情中风险区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为不

断深化上海市与各国际友好城市

之间的教育交流，增进世界各国青

少年间的友谊与理解，由上海市教

委主办、杨浦区教育局承办、杨浦

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和上海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协办的“2022上海

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夏令营”昨晚

在多个线上平台以全球直播的方

式开营，实现全球疫情防控常态下

“云端连多地”“共话友城情”。上

海市副市长陈群通过视频方式出

席活动并宣布开营。

2009年起，上海市教委每年主

办上海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夏令

营。十余年来，共有来自37个国

家41个国际友好城市的1287名师

生参与其中，培养了一批知华、友

华学生；有近60所全市学校的510

名中学生参与夏令营活动，并担任

志愿者。

受全球疫情影响，“2021上海

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夏令营”首次

以线上形式举办。今年，项目设计

团队盘整优化课程交流资源，对课程

和活动进行重新设计和升级。夏令

营线上平台将展现上海人文风貌、

中国传统文化、汉语学习、论坛交

流、直播互动等内容，为营员们量身

打造多板块、序列化、组合式课程。

夏令营所设“中国传统文化体

验”系列课程，例如中华茶文化、剪

纸文化和艺体文化等，营员可以亲

身参与和体验，制作文化作品，与

本国相同文化进行比较，积极交流

不同文化在各国不同的发展变化，

以及对当代生活以及人们观念所

产生的影响；所设“汉语课和沪语

课”旨在拓展汉语言交际范畴，提

高营员对于中国社会日常交际用

语认识和掌握，提升文化交流与表

达能力；所设“云游系列课程”，包

含云游上海、云游高校、云游上海

人家等，旨在加深学员对上海人文

风貌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认识

和理解，并能够针对相关领域开展

深入调研、查阅资料、完善认知。

今年，活动将采取“一对一”结

伴营修模式，组织上海中学生志愿

者与友城营员结伴参加夏令营课程

交流学习。上海十个区近40所学

校的160名上海中学生志愿者将服

务于16个国家17个友城的144名

青少年。

将一辆带着拖挂的房车倒车入

库有多难？今天上午，有12年驾龄

的孙先生绕了整整10分钟，最后还

是碰杆。

“最难的就是倒车。”孙先生

说，此前他练了两个月，没想到还

是失败了。“前面的牵引车和后面

的拖车轨迹是不一样的，整个车身

又特别长，要反复腾挪才能把车拉

直入库。”

上海公安交警部门经过前期

的准备和测试，今天上午在青浦区

的大众考场正式开考轻型牵引挂

车驾照，也就是C6准驾车型驾驶

证。今天第一个吃螃蟹的孙先生

原本自信满满，但没想到还是遭遇

滑铁卢。所幸，他还有“考一补一”

的机会。

孙先生告诉记者，他本身就是

考场工作人员。可以报考C6驾照

后，他第一时间报了名。“我快退休

了。准备空下来就买辆拖挂房车，

带着家人出去旅游。第一个想去的

就是云南。”

记者了解到，与一体式房车相

比，拖挂式房车有点像带两个轮子

的超大号行李箱，性价比更高。但

此前交通法规对拖挂式房车的驾驶

资质并无单独规定，一般要求是持

A2驾照（重型牵引挂车驾驶证），这

就难住了不少爱好者。

今年4月1日，公安部新修订的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公安部162号令）中新增了C6轻

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这无疑更好

地满足了群众驾驶房车出游的需

求，也将促进房车旅游新业态发

展。上海受疫情影响，原定4月1日

开启的考试不断延后。今天，在很

多报考驾驶员的期盼中，首场考试

终于正式开启。

那么，申请C6准驾车型驾驶

资格考试有哪些条件限制？到底

考些什么？拿到证后，日常驾驶要

注意些啥？记者就此专访了现场

交警。

问：什么是C6驾驶证？
答：C6驾驶证又称轻型牵引挂

车驾驶证。持有C6驾驶证之后，就

有资格驾驶牵引总质量小于

4500kg的汽车列车。值得注意的

是，新版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中定义的轻型牵引挂车是

总质量小于（不包含等于）4500kg

的汽车列车，所以车主不光要考虑

自己拖挂式房车的质量，还要同时

加上自己前车的质量。

问：如何考取C6驾驶证？考试
内容有哪些？

答：C6驾驶证的初次申请并不
是通过直接申请的方式来完成，C6

驾驶证只能通过“增驾”考试获取。

A1、A3、B1、B2、C1、C2均可增加C6

准驾车型。其中，C1、C2驾驶人想

要增驾C6，必须有一年以上驾龄，

并且在最近一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

满12分的记录。如果持有A2驾驶

证，可以直接准予驾驶C6轻型牵引

挂车。

具体考试内容为：科目二和科

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其中科目

二考试内容包括桩考、曲线行驶、直

角转弯。重点考核驾驶人对车身位

置、移动轨迹等感知力、判断力、操

作力，确保具备安全驾驶能力。

问：申请C6驾驶证有无年龄限
制？

答：申请C6驾驶证的年龄必须

在20-60岁。对于60周岁以上、70

周岁以下人员，确实有驾驶需要的，

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等能力

测试后，也可以申请C6驾驶证。原

来持有A2准驾车型驾驶证，因满

60周岁或者自愿降级已经注销A2

驾驶证、现在还有驾驶轻型牵引挂

车需求的，无需考试，可以直接向车

辆管理所申请签注C6准驾车型驾

驶资格。

问：驾驶轻型牵引挂车要注意
些啥？

答：考取C6驾驶证后，就可以

驾驶拖挂房车带家人自驾游了。交

警提醒：相比普通小客车，轻型牵引

挂车驾驶操作难度相对较大，加上

使用场景多为高速公路、山区道路

等复杂环境，对安全驾驶能力和意

识要求高。驾驶人更应经过系统训

练，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谨慎驾驶，文明行车。

本报记者 潘高峰
实习生 曾悦

可开拖挂式房车的C6驾照今天开考，倒车入库有多难——

绕了整整10分钟，还是碰了杆

和全球青少年云端喜相聚
2022上海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夏令营开营

本报讯（通讯
员 王文瑛 记者

江跃中）静安区约

有2.4万名失能老

人享有长期护理保

险待遇，因为长护

险的评估有两年的

时效期，每月都有

近1000多名长护险

到期的老人需进行

到期再评估，确定

被评估者是否继续

享受长护险相关服

务。静安区在疫情

防控仍然不能松懈

的当下，创新实施了

评估新形式，即采用

视频连线“云评估”

的方式，最大限度减

少疫情对民生保障

的影响。目前，“云

评估”方式，首先从

长护险人群汇集的

养老院开启。

设在静安区居

家养老管理服务中

心的“云评估”现场，投影仪配上笔

记本电脑和手机，两名评估人员通

过视频连线，与养老院现场的评估

辅助工作人员合作，共同开启了面

向长护险对象的“云评估”测评。完

成了视频评估，工作人员还会根据

老人的身体现状，对勾选的选项进

行商讨，最终进行评估选项确认。

静安区长护险“云评估”调查的

相关数据，会及时上传市医保平台，

20个工作日后，由社区事务受理中

心电话告知老人或者是代办人，如

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以通过社区

事务受理中心提出复核评估。6月

1日以来，静安区已为500多名提出

申请的老年人完成了评估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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