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上海新闻 22002211 .. 11 .. 2233 星 期 六

编 辑 程 亮 王 巍

遗 失 声 明

上海苏恒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由“上海永乐民融供应
链有限公司” 开具的收据一张，
内容为 OA 电话机保证金壹万
元整，特此声明。

房 产 汽 车 黄 金 珠 宝 名 表 名 品

总部 ：河 南 南 路 ７５０号 Ｔ：６３７７２３０５
分部 ：昌里路 157 号 Ｔ：50560760
分部： 南泉路 1330 号 T：50393810
分部：西凌家宅路 35 号 T：33110300

天成典当 房 产 抵 押
隔 日 放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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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吴艺璇

21 日，上海昭通路居民区（福
州路以南）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昭
通路居民区目前已经全部封闭，工
作人员有序将居民转移至集中隔离

点进行隔离。
22 日上午， 记者在现场了解

到，转运工作正有序进行，截至 22
日 13 时 30 分， 总计转运了 43 趟。
黄浦公安分局外滩派出所副所长吴

文彦介绍说 ，22 日还将转运 1100
余位居民，截至当晚 21 点，居民转
运还没结束。

目前，在中风险区域内，黄浦共
有百余名警力驻守现场， 负责防控
安保、协助转运群众等工作。

封闭转运：

“请居民朋友们离开前关闭燃
气、关闭水电、关闭门窗，注意防
护。”昭通路封闭居民区内，黄浦公
安分局外滩派出所民警手持扩音
器，不断向即将转运的居民广播。

吴文彦说，1 月 21 日 13 时 30
分开始昭通路转运启动，当日总计

转运 900余位居民。
22日早上 9时许，现场再度启

动居民转运。居民们大包小包地拿
好行李，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依次上车。记者注意到，居民上车过
程中，外滩派出所民警在大巴车上
车口处维持现场秩序。整装待发后，
一辆警车在前开道，护送转运居民
前往隔离点。
在转运过程中，有些居民们也

提出了一些实际困难：如家中宠物
如何处置？有基础疾病的高龄老人
怎么办？黄浦公安分局外滩派出所
副所长吴文彦表示，这些问题都在
街道、居委的配合下，进行了妥善、
有序的安排。
据了解，饲养的宠物经街道和

居委上报到卫健委后，可以携带小
型宠物到隔离酒店。部分有基础疾
病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也由 120
救护车转运走。

截至 22 日 13 时 30 分，总计
转运了 43趟。“为确保人员防疫安
全，一辆转运车上安排 27-29 人，
转运工作仍在继续，预计还将转运
1100 人。”
“昭通路居民区的居民们非常

配合此次转移工作，大家带上简单

的换洗衣物，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有序上车，隔位而坐，奔向隔离
点。”吴文彦说，转运效率也很高。

封闭管理区：

21 日早上 8时起，吴文彦就套
上防护服到岗工作，再次脱下时已
经是次日早上 8时。“昨天闷热，从
制服到防护服都湿了。”吴文彦告
诉记者，自己是第一次套上 “大
白”，这几日他将和所里的民警，一
起守护这片 0.15 平方公里的安全。
“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现场维

持上车人员秩序，转运全过程在我
们的监控范围内。”吴文彦说，除了
保障封闭转运，黄浦警方现场增派
百余名警力，对昭通路居民区落实
全天候封闭管控，辖区内外滩派出
所全员上岗。

在外滩派出所综合指挥室，
0.15 平方公里封闭区的几个重要
卡口出现在银幕上。外滩派出所民
警黄滨介绍说，“福州 / 山东”
“广东 / 山东”“河南 / 山东”“河
南 / 昭通路”等几个卡口及沿途路
段，均有民警 24小时彻夜值守。

昭通路居民区已封闭，居民转移隔离
继续营业的周边商户已加强管控，相关工作人员均已核酸检测

晨报记者 何雅君

1 月 21 日，经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决定，将黄浦区昭
通路居民区（福州路以南区域）列为中风险地区。 昭通路居民
区目前已经全部封闭，工作人员有序将居民转移至集中隔离
点进行隔离。

昨天是昭通路居民区 （福州
路以南区域）被列为中风险地区
的第二天，目前的情况如何？昨天
上午，记者在河南中路上看到，昭
通小区面向河南中路的一侧用隔
离栏封闭，有公安车辆和身穿防护
服的人员正在值守。居民在小区里
走动如常，有的提着东西，有的拖
着行李，不过人数不多。记者了解
到，他们是昨天等待转移去宾馆的
居民。
因为昭通路居民区属于二级以

下旧里，缺乏独立煤卫设施，较长时
间封闭管理会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
来很大不便，从 21 日下午 1 时开
始，黄浦区分批将昭通路居民区

（福州路以南区域）居民闭环转移
到宾馆集中隔离。

据悉，昭通路居民区有居民
1800 多人，转运工作量很大。截至
昨天下午，大部分居民已经离开。增
援昭通路居民区的一位“90 后”街
道干部表示：“里面工作都做得很
规范。”
上午 9点半左右，昨日转运的

第一辆大巴载着 26 位居民从山东
中路广东路口开出，前往隔离宾馆。
记者观察到，大巴上的居民一一隔
开而坐，内部空间比较宽裕。接下
来，其余的居民也在工作人员的指
引下有序上车。至上午 11 时 20
分，已有多辆大巴陆续开走。

运送居民大巴从早到晚忙不停

绕着中风险地区外围走了一
圈，记者发现，往日熙熙攘攘的马路
昨天行人很少。中风险地区范围内，
沿马路的店铺均已关闭。马路对面
以及周边区域，有的店铺也选择闭
门谢客，比如，福州路上的知鱼乐面
馆大门已被锁上，上面贴了一张告
示：“因疫情原因，门店暂停营业。”
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城同样由“铁将

军”把门。
还有的商户选择继续营业，但

加强了管控。
南京路步行街上的上海丝绸商

厦距离昭通居民区仅有数百米距
离，进门都要先亮绿码，再检测体
温。位于该商厦五楼的网鱼网咖则
要求上网人员测量体温后还要书面
登记身份信息。

中风险地区范围内店铺均关闭

而在距离仁济医院、昭通路居
民区较近的便利店、食品店，从前
天至昨天中午，不断有人来买东西
送往封闭区，有的送给亲属，有的
送给医务人员。一位不愿透露身份
的女士从山东中路福州路口的便
利店里买了一大堆盒装方便面，送
到靠近仁济医院的隔离栏边，由志
愿者过来接收，转交给里面的工作
人员。

在这家便利店，记者遇到了一
位身着欣谊环卫公司工作服的环

卫工人。据他透露，公司前天连夜
安排全体员工进行核酸检测，“做
的是鼻拭子，我到凌晨一点才做
完。”便利店收银员表示，她也接到
了公司的核酸检测通知，会听候公
司安排。
“上海这次的处置非常及时，

响应速度快，处理果断，让老百姓感
到放心。”前来购物的浙江北路老
居民夏老伯对记者说，“有了这样
的上海速度，我们一定能度过疫情
难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环卫工人便利店员已做检测

黄浦警方增派百余名警力协助转运、全天候封闭管控

居民非常配合，转运隔离效率高

/晨报记者 何雅君一辆转运居民的大巴驶出昭通路居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