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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妍斐

晨报讯 昨天， 上海的天气以

多云为主， 阳光耀眼， 蓝天衬着白

云，颇有点宁静夏日的味道。大部地

区最高气温在 33℃附近。徐家汇今

日最高 33.8℃， 白天湿度不大，体

感有些热，但不闷。 然而，随着新一

周的开启，阵雨和雷雨又要回来了。

新的一周又要到来了， 天气怎

么样呢？

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 今日多

云到晴，下午到傍晚云系略有增多，

部分地区会伴有一些分散性阵雨。

需要注意，早晨前后局部地区有雾，

气温和昨日相当：全天气温在 25℃

-33℃之间。东南风 3-4 级，相对湿

度 50%-95%， 白天体感还是有些

炎热。

上海作为“小火轻烤区”，未来

气温还是比较稳定的： 白天最高气

温维持在 30℃以上， 最高 31℃

-33℃， 炎热的体感不会有明显改

善。 但天气方面，依然不让人省心，

阴云变换，阵雨或雷雨增多，提醒大

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继 7 月下旬的 6-8 号台风“三

台共舞”后，8 月上旬，又有 9-11

号三个台风扎堆生成， 吸引了很多

眼球。就像 6-8 号三个台风里，第 6

号台风“烟花”十足抢镜，在 9-11

号台风里，第 9 号台风“卢碧”也是

当仁不让的主角。

“烟花”就已经够奇葩了，但

是 “卢碧” 以另一种姿态独领风

骚： 一般的台风都是从东往西走，

它却是从西往东北方向，沿着海岸

线走，被戏称为“描边大师”。 不止

如此， 它在粤闽沿海两次登陆后，

又朝着台湾奔去，和“普通台风”

的路径是反的，而且减弱增强减弱

还可能再增强，在台风的门槛边反

复试探， 随后还可能越走越远，奔

着日本去了……

和 10 号台风同时生成的第 11

号台风“妮妲”，走着走着就变为温

带气旋，失去了作为台风的资格，中

央气象台于昨天 8 时对其停止编

号。

剩下第 10 号台风 “银河”仍

在大洋深处独自美丽。“银河”昨天

14 时位于距离日本东京东偏南方

向约 220 公里。 预计其将以每小时

30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

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

气象部门表示，就目前情况看，

台风都在远离我们， 对上海基本无

影响。

自心圆西苑封闭管理之后，

住在这个小区里的、 来自浦东公

安分局各个部门的 9 位民警便联

合起来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主动

配合居委及防疫工作人员开展驻

点值守、秩序维护等工作。

不久， 住在小区里的其他公

安分局民警也陆续加入了队伍，

他们中有来自黄浦公安分局的张

垒櫑、沈沁宜，有来自静安公安分

局的龚迤迪， 还有来自移民局外

高桥边检的沈晨。

连日来，心圆西苑里 13 名来

自不同单位、 不同岗位的民警不

辞辛劳，默默奋战在防疫一线，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着自己的家

园。

这次核酸检测采样， 临时党

支部的民警更是全员出动， 配合

居委和志愿者， 一起维护现场秩

序， 确保检测采样有序进行。

昨日 7 点， 离第二轮核酸检

测采样正式开始还有一个小时，

心圆西苑里的 13 名民警便已全

部到岗。

根据前一天晚上的布置，小

区内设置 3 个核酸检测采样点，

所有居民将按照楼栋位置分批前

往 3 个检测采样点， 而民警则 4

人一组， 分别驻守在这 3 个检测

采样点位，另有 1 人作为机动，负

责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在每个检测采样点位上，有 2

名民警负责现场秩序维护，另外 2

人负责从楼栋至检测采样点的行

进路线指引， 对现场居民进行分

流， 确保各个检测采样点不会太

拥挤。

“来，大家戴好口罩，这边的

居民往我这边走。”第一次检测采

样时冒雨扯着嗓子喊话的罗山新

村派出所民警张伟峰， 这次配备

了电喇叭， 居民们也跟着他的指

引迅速来到检测采样点进行快速

检测。

浦东公安分局看守所民警盛

凡璠、 交警支队沈惜等人所在检

测点也都一切顺利。

截至 11 时许， 小区 5000 多

居民全部顺利检测采样完毕。

3 小时、5000 多人，如此高效

检测采样的背后， 离不开医务工

作人员的全力以赴， 也离不开民

警和 200 多名志愿者提前几天的

精心布置和准备。

其实，早在 8 月 6 日，大家就

已经开始为第二轮核酸检测采样

做准备了。 当天，全体民警集体出

动，川沙派出所民警严晓明、交警

支队民警乔威等人手持着电喇

叭，在小区里不停喊话，劝导在外

逗留的居民立刻返回家中， 等待

小区志愿者上门核实居住人员信

息， 为第二次集中核酸检测采样

做前期准备。

交警支队民警沈惜、 川沙派

出所民警唐慧玲等女民警在检测

采样当日则分别被安排在各点

位， 为年幼儿童做核酸检测采样

“加油鼓劲”，做好他们的情绪安

抚工作， 使得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顺利进行。

    就在 8 月 7 日晚， 临时党支

部根据居委分配的任务， 召集全

体民警召开工作会议， 对第二天

核酸检测采样的秩序维护、 路线

指引、 应急预案等方面作专项部

署，确保万无一失。

上海速度保障上海效率，上海

警方保障上海平安。隔离小区里的

民警们用自己的行动，为第二次核

酸检测采样保驾护航，相信心圆西

苑也终将顺利度过接下来的隔离

期，尽快回归正常的生活。

记者 钟 晖

晨报讯 “女士您好，请问有什

么需要帮助的么？ ”“我刚刚乘坐

71 路 031 号车， 掉落过 1 个手提

包，能帮我看一下吗？”“好的，请稍

等……” 这是中运量 71 路指挥中

心值班人员邓嘉蔚正在接听乘客汪

女士的来电。 昨日起，中运量 71 路

24 小时服务热线正式上线运行，将

公交服务从车厢延伸至站点。 乘客

问讯的途径增多了， 寻找遗失物品

的时间缩短了， 信息化数字化手段

让公交服务更走心。

服务热线正式启用后， 车队通

过营运调度中心值班人员接听电话

54437923，为乘客解决“烦心事”。

记者在车队运营调度中心获悉，目

前值班人员接听的不少热线来电，

都和寻找失物有关。“夏季高温、多

雨，市民乘车常常很匆忙，遗失物品

的概率也高了起来。 ”71 路中运量

车队相关负责人透露。

此次热线的开通， 将大大缩短

为乘客寻找失物的流程。以往多是要

转到所属营运单位的监控中心，由公

司再转到基层车队进行录像监控的

调取来为乘客查找失物， 或者通过

12345 市民热线反映相关情况，这样

一来，时间耽误不少。但热线开通后，

24 小时畅通， 乘客可以随时通过电

话联系到车队，流程更快捷。

记者在 71 路营运监控中心看

到， 这里可以监控到车辆运载情况

及周边道路环境等的实时动态。 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大数据的采

集和信息化的管理， 我们可以及时

获取车辆信息、交通环境信息，进而

实现更精准的车辆调度并强化管

理。 热线的开通也进一步打通大数

据服务市民的途径和窗口， 为乘客

送去更多便利。 ”

为进一步规范热线服务， 车队

对热线值班人员进行了上岗培训，

包括听取乘客对司乘人员规范服务

工作的监督；提供沿线公交、地铁换

乘信息咨询；沿线旅游景点咨询；帮

助乘客找回失物； 中运量 71 路意

见建议征询及站点隐患排查等等，

以此提升服务质量，提升服务能级，

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让乘客能够感

受到服务的温暖。

心圆西苑进行第二次核酸检测 13名民警和200多名志愿者共同值守

5000多名居民3小时完成采样

昨日，心圆西苑小区居民第二次核酸检测采样现场井然有序。 /浦东公安

下周继续“小火轻烤”

阵雨雷雨又要增多了
目前台风都在远离，不会带来影响

54437923为乘客解决“烦心事”

中运量 71 路

24 小时服务热线开通

晨报记者 倪 冬 实习生 陆嘉怡 通讯员 潘东晔

8 月 2 日，上海新增 1 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华夏二路 1500 弄心圆

西苑小区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实行“只进不出”的封闭管理措施。

昨日一大早，浦东新区心圆西苑小区 5000 多名居民开始第二次核酸检测采样。 小区里的

13 名民警和 200 多名志愿者全力以赴，确保检测井然有序。最终，仅用了 3 小时，就完成了 5000

多名居民的核酸检测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