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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接种点放在“楼门口”

“看到楼事会分享的可以在
陆家嘴中心绿地接种疫苗的信息，
我们公司马上报名，趁午休时间过
来，不到一小时就打完了，也不影
响下午的工作安排。 ”刚结束留观
的白领徐小姐这样说。

自上海市按照 “分步实施、
有序推进”原则，加快实施新冠
疫苗接种以来， 陆家嘴金融城依
托“楼事会”广泛发动楼宇企业
及白领参与接种。 在走访楼宇过
程中，楼事会发现，不少企业虽有
接种意向， 却在协调合适时间上
犯了难。

楼宇企业表示：“接种点比较
远，大家工作又忙，让员工空出大
半天时间去排队效率太低。楼事会
能不能帮我们安排就近接种？ ”

于是， 为缓解疫苗接种压力，
满足陆家嘴金融区域周边工作人
员和居民的接种需求，浦东新区决
定开设陆家嘴中心绿地接种点。

“中心绿地是陆家嘴的地标，
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把接种点放
在‘楼门口’，白领们利用工作中
的碎片时间就能过来接种，不用请
假、不用开车、绿色出行，非常方
便。 ”接种点负责人表示。

陆家嘴中心绿地接种点有 3
个移动医院帐篷， 每个帐篷设 6
个接种台，共 18 个接种台，可承
担大约 4500人的日接种量。 绿地
中央的观景篷里，预检台、接种区、
留观区等空间划分清晰，各类指示
标志分布明确。白领们依次进入各
区域等候，全程井然有序。

不远处的陆家嘴金融城健康
驿站与接种点“双站联动”，前来
接种的白领可在健康驿站小憩，

并进行身高、体重、血压、血糖、体
脂等项目的健康自检。 精心布置
在留观区的宣传展板也吸引了不
少目光，不仅将陆家嘴简介、楼事
会运作机制、楼宇公约、党群服务
清单、 楼宇实事项目等内容系统
化展示， 更设置有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版面， 让接种点成为专题微
党课的课堂。

不到36小时完成筹备工作

据悉， 自 4 月 6 日晚间确定
选址，到 4 月 8 日正式开放，不到
36 小时， 陆家嘴中心绿地接种点
的筹备工作便已完成。目前楼事会
线上咨询 1 群已满员，新开放的 2
群人数不断增加， 累计为 500 余
家企业提供预约及咨询服务。仅 4
月 8 日上午 3 小时， 就完成接种
1200余人次。 后续该接种点将进

一步提升接种能力和服务水平，为
陆家嘴楼宇企业和白领职工提供
更优质的接种体验。

东方医院副院长徐美东介绍
说，4 月 8 日傍晚， 由东方医院整
建制承建的国际应急医疗队移动
医院车辆也来到现场。 短短 20分
钟，3 个移动医院帐篷已在现场完
成搭建。 东方医院为此配备 22位
护士、1 名医生现场工作， 分工包
括总调度、预检、注射、留观、疫苗
管理、巡场等，在急救区域配备心
电监护、AED、 抢救车等急救设
施，如遇疫苗不良反应，急救区域
的医护人员会立即处置。

据了解，浦东新区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开展以来， 截至 2021 年 4
月 8 日， 全区累计接种 136.13 万
剂次。 目前，浦东新区设有 3个大
型临时接种点。日接种量最大负荷
可达 10万 -11万剂。

记者 钟 晖

晨报讯 昨天， 市民关注的
漕宝路快速路、 安远路跨苏州河
桥新建工程正式开工了。 上午，上
海召开市、 区重大工程集中开工
仪式。 据市住建委介绍，此次 4月
上旬集中开工的重大工程共有 16
项：其中，市重大工程 3 项、区重
大工程 13 项 ， 涉及总投资约
238.7 亿元，涵盖市政道路、教育、
医疗、保障房等多个板块。

在此次市区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后，市住建委（市重大办）将积
极组织推进市、 区重大工程全年
每季度、分批次集中开工。

据市交通委介绍， 今年二季
度将继续推进项目开工建设，包

括推进嘉闵线、 轨道交通 2 号线
西延伸等市域线、 轨道交通项目
前期工作，力争二季度开工建设。

同时， 推进一批项目建成：包
括北横通道西段 （北虹路立交 -
文安路接地点）、S7 公路（月罗公
路 -宝钱公路）、平申线航道叶新
公路泖港大桥及浦星公路芦恒路
节点地面道路 4个项目。此外将有
序推进轨道交通 14号线、18 号线
一期、沪苏湖铁路、浦东机场三期、
S3公路、北横通道东段、银都路越
江、龙水南路越江等项目建设。

漕宝路快速路西起嘉闵高
架，东至桂平路，沿线穿越松江区
九亭镇，闵行区七宝镇、梅陇镇、
古美街道及徐汇区虹梅路街道、
康健新村街道，全长约 7.2公里。

该工程采用 “地道 + 高架”
的组合形式，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新建双向 6 车道快速路主线和改
建漕宝路地面道路系统， 以及嘉
闵高架、S20外环线、 中环线 3 座
枢纽互通立交。

漕宝路快速路是服务于虹桥
商务区的快速集散交通， 也是松
江新城与中心城区联系的重要快
速交通。 该通道的建设对于市域
骨干路网完善、 沿线地区交通环
境提升、 服务周边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并将支撑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可持续发展。

苏州河上将再添人行桥。 昨
天开工的安远路跨苏州河桥新建
工程，横跨静安和普陀两区。 工程
西起安远路 - 西苏州路交叉口，

向东跨越苏州河， 接长安西路 -
光复路交叉口，呈 C 型走向，桥梁
全长为 252米。

据介绍， 该桥梁为人行桥梁，
兼顾非机动车推行。工程将新建跨
苏州河 C 型主桥、坡道和梯道，以
及工程范围内的西苏州路和光复
路道路修复。主桥桥梁采用 3跨钢
桁架连续梁结构＋辅助双塔拉索，
实现一跨过河、水中不设墩，计划
于 2022年 9月建成通行。

安远路跨苏州河桥对苏州河
中心城段滨水贯通、“一江一河”
慢行空间网络化目标实现具有重
要作用。桥梁建成后，将进一步改
善区域内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行条
件， 进一步促进周边区域土地开
发并带动城市经济发展。

� � � � 晨报讯 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现场推进会昨
天在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举行。 市
委书记、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李强主持会议并强
调，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上海建
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把握特点、顺应规律，聚焦重点、统
筹兼顾，全面提升乡村振兴工作水
平，塑造超大城市乡村发展新优势，
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龚
正， 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出席会议并讲
话。 市领导诸葛宇杰、彭沉雷出席。

李强指出， 要深刻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
高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思想站位。深
刻认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准确
把握“三农” 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
移，坚持尊重农民意愿、保持历史耐
心，切实履行好耕地保护、粮食保障
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责任，持续用力
做好超大城市“三农”各项工作，不
断塑造新优势、取得新进展。

李强指出， 要准确把握超大城
市乡村振兴特点， 加快构建城乡融
合发展新格局。在价值取向上，要凸
显农业农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
美学价值这“三个价值”。要为城市
核心功能提供战略空间， 承接更多
元和高能级的经济发展功能。 充分
发挥乡村就近调节气候、净化空气、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改善超大城
市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 使春天的
油菜花、夏天的荷叶、秋天的稻穗、
冬天的麦苗成为令人向往的好风
景，让广大市民更好感受农耕文化、
田园风光、自然之美。

李强指出，在整体布局上，要优
化新城、镇域、乡村这“三个空间”。

李强指出，在发展阶段上，要认
清空间稳定、地位凸显、功能复合这
“三个趋势”。上海乡村已经具备优
势凸显的条件、 拥有乘势而上的机
遇、积累蓄势待发的力量，正迎来大
有可为的全新发展阶段。

李强指出， 乡村振兴是系统工
程，要坚持规划先行，抓住“牵一发
动全身”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有
力有序开展工作。 要示范引领、以点
带面。要补齐短板、提高标准。要改革
突破、放开搞活，积极发展乡村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让沉睡的资源变成
农民致富和乡村发展的源头活水。

李强强调，“三农”工作是党的
重要工作。全市各级党委特别是各涉
农区区委要扛起责任， 加强和改进
对“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的领导。

龚正指出， 要按照市委决策部
署，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城乡全面融合、
共同繁荣。 持续推进“美丽家园”
“绿色田园”“幸福乐园” 工程建
设，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拓展产
业深度和广度， 精准开展农村综合
帮扶，不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把乡
村建设得更好，把产业发展得更好，
让农民生活得更好。 要推动各项资
源要素供给向农业农村倾斜， 强化
乡村振兴投入保障。

会前，李强、龚正等市领导来到
金山区， 实地调研乡村振兴工作推
进情况。

陆家嘴中心绿地接种点开放，被称为“最美疫苗接种点”

陆家嘴白领“散个步就把疫苗打了”

●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举行

塑造超大城市
乡村发展新优势

4月上旬16项重大工程开工
涵盖市政道路、教育、医疗、保障房等多个板块

晨报记者 唐 玮

春光正好， 陆家嘴中
心绿地， 是陆家嘴白领们
闲时最喜欢逛一逛的地
方。 4 月 8 日，随着陆家嘴
中心绿地新冠疫苗接种点
正式开放， 金融城白领在
“楼门口”完成疫苗接种成
为现实，白领笑言“散个步
就把疫苗给打了”。 因为风
景宜人， 这里也被很多白
领称为 “上海最美的疫苗
接种点”。

陆家嘴中心绿地疫苗接种点环境优美，秩序井然。 /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