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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彭璐）“大家

好，我是来自区医保局医保中心的

宋旸，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1 号先锋’宣讲队的成员之一，内

心激动万分，肩上使命光荣……”

在 2 月 20 日召开的长三角 G60 科

创走廊“1 号先锋”宣讲队座谈会

上，首批由 11 名“1 号先锋”组成的

宣讲队成立，宣讲队成员在会上纷

纷发表了个人感想。

围绕区委“一个目标、三大举

措”，聚焦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

设，区区级机关工作党委成立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1号先锋”宣讲队。

据了解，首批“1号先锋”宣讲队

成员来自区医保局、市场监管局、人

社局、法院等 8 个区级机关单位。

本周他们将集中参加培训，认真学

习领悟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从 1.0
版到上升为国家战略过程中的智慧

和艰辛，零距离感受松江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改革辟路、创新求实，

唯实唯干、拼搏奋进的新时代松江

精神。培训完成后，宣讲队员将根

据任务安排分批前往长三角G60科

创走廊规划展示馆进行宣讲，生动

讲解好松江发展的故事，平均每人

每周的讲解时间为1到2天。

聚焦科创走廊建设 讲好松江发展故事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1号先锋”宣讲队成立

本报讯（见习记者 周雨余）一

个人竟然购买 140 盒“退热止咳

药”？泖港镇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

近日在辖区某药店检查“退热止咳

药”登记台账时发现，以药店负责人

陈某某名义购买的“退热止咳药”记

录达140余条。经初步核查，陈某某

是帮一些未带身份证的老人等特殊

群体“代购”。尽管其本意是善，但其

行为涉嫌违反《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的相关规定，市场监管所工作人

员已责令其整改，并开展立案调查。

“退热止咳药”的去向之所以重

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的多数患者体温

会超过37.3℃，如果“退热止咳药”无

序流入市场将导致疫情无法及时有效

监管。泖港镇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张垂

伟向记者介绍，为严格落实疫情联防

联控工作机制要求，辖区内各药店都

部署了“特殊管理药品信息化监管系

统”，对“退烧止咳药”的销售实施实名

认证和登记制度。“消费者在药店购买

‘退烧止咳药’须出示身份证，通过系

统进行在线人脸识别、人与身份证在

线比对，只有通过人证一致性核验的，

药店才能销售。”张垂伟说。

据悉，泖港镇市场监管所在春

节前后共对辖区药店开展了13次检

查，出动执法监管干部33人次，并将

继续结合准入验收、督导检查、日常

监管、群众举报等发现的线索开展

“退烧止咳药”专项执法检查。对监

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零售药店跟踪

检查、督促整改，对整改不力的零售

药店将严格依法调查处理。对零售

药店存在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信用

管理有待加强和在信息监测工作中

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有关部门将计入

医保定点考核和商务诚信不良记录；

对于瞒报和不如实上报的个人，计入

个人诚信不良记录。

泖港镇市场监管所再次提醒，广

大市民在购买“退烧止咳药”时，要积

极配合药店工作人员做好以下事项：

进入药店请佩戴口罩，带好本人身份

证，配合开展人脸识别、人证比对；配

合进行体温监测、出示健康码和行程

码，如实告知症状、近期行程等。

防控岂能因善意而放松

泖港镇市场监管所检查
药店疫情防控落实情况

松江区2020年12月份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关键指标排名情况

12月，我区共转办12345市民服务热线各类事项7708件，立案6875件。

□记者 牛立超

20个月前，舒悦对于车墩镇得胜村还是一

无所知，从来没有踏上过这块土地，甚至在地

图上都没有注意过这个村庄。20个月后，舒悦

习惯了说“我们得胜村”，把自己当成了村里的

一员，乡亲们常常念叨这位城里来的小伙子：

“他来之后，村里的变化真大。”

2019年6月11日，舒悦清楚地记得这个日

子，那天上午他作为松江选派的 15 名驻村指

导员中的一员，来到得胜村，开始了为期 20个

月的驻村生活。“两眼一抹黑，出生在城里，长

这么大从来没有在农村待过。”尽管当时舒悦

已经是城投集团下属城乾公司副总经理，但是

对于农村生活的体验还是一片空白。接待他

的得胜村党支部书记李青也很忐忑：“我自己

上任也没多久，就怕怠慢了他。”

“新兵”来了，问题解决了
两个“新兵”，很快成为互相促进、共同进

步的“战友”。“老伯，现在生活有啥问题吗？看

看我们能做些什么。”舒悦与李青还有其他几

名村干部一同，逐一走访、逐户倾听，将村民反

映的问题一一记录下来。村里的路坑坑洼洼、

绿化太少、活动空间不够、大米愁销路……舒

悦归纳了一下，大致分为农村产业扶持、基础

设施提升、作业设备升级、园林景观打造几大

类，都是村民们的急难愁盼问题。

问题理清了，“靶点”找到了，如何精准施

策呢？舒悦反复强调，自己扮演的是沟通桥梁

的角色，解决问题还是离不开自己背后组织的

合力推进。城投集团党委和车墩镇党委主动

跨前、积极对接，“2+8+X”得胜村综合帮扶项

目很快搭建完成，两个党委带领八个基层党组

织，并引入社会帮扶资源共同助力得胜村的振

兴与发展。

村民们欣喜地发现，之前反映的问题正

在逐个得到解决：2019 年 10 月，两户家庭农

场主反映的增产不增收、丰产不丰收问题得

到了解决，舒悦搭建起中国银行上海松江支

行与得胜村的共建对口帮扶，让农场主对接

到企业食堂和职工超市这两大平台，一年销

售大米 6500公斤，并做到兜底保障，让粮食年

年都不愁卖；2019 年 11 月，城投集团下属的

净达公司给村里捐来了 5辆电动垃圾收集车，

村民告别了用手推车运输垃圾的历史；城投

集团下属的凯达公司还在村老年活动室东侧

修了一条长 320米的便道，并给村里的潘泾路

铺上了柏油，新增了 5 处停车场地；城投集团

下属凯盛公司对得胜村进行绿化升级，让荒

地也焕发绿意，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生态景观。

随着帮扶项目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帮扶的举措更有针对性，对突发问题、紧迫问

题的应对性和应变性也更加得到增强。去年

春季，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舒悦与

结对共建单位积极联动，寻找可用渠道，将水马

路障、测温枪、酒精棉等第一时间运到村里，保

障了防疫需求；夏季，应对汛期到来，对防汛水

闸进行维修更新，预防雨水倒灌，排除了防汛安

全隐患，同时在处置违法用地、焚烧秸秆这些之

前完全靠“人防”的问题用上了高科技，引入无

人机进行巡逻；秋季，人口普查开始，不足10名

工作人员却要登记本地与外来共 6000多名人

员的信息，舒悦协调为村里装上了户外LED显

示屏，添置了多台电脑和打印复印设备，帮助

宣传、落实普查工作，现在LED大屏还用来普

及预防电信诈骗知识、发布疫情防控要求，一

屏多用；冬季，在原有老年人帮浴项目的基础

上，增加了理发、测血压甚至磨剪刀等项目，让

排队等候洗浴的老人可一站式解决很多事。

驻村帮扶，一点一滴改变着这里
看上去一切都顺风顺水，其中的难处和

挑战，舒悦自己知道。他告诉记者：“农村工

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定式，需要自己形成

一套灵活应变的方法，其中最关键的是学会

共情和换位思考。”提及得胜村渔业大队人居

环境改造的那场“硬仗”，舒悦印象深刻。这

个大队历代以打鱼为生，集中居住人口密度

非常大，每家的面积只有 20多个平方米，附近

配套又比较落后，村民们见空就乱堆放各种

杂物，让整个大队看上去乱糟糟的，该大队也

成了整个村子人居环境急需改造的“重灾

区”。当地的村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

式，对于整治，起初他们非常排斥。

“我们去谈的时候，常常是一群人就围上

来了，大家七嘴八舌的，人越聚越多，心理压力

可想而知。”舒悦却主动要求加入到说服的队

伍中，从党员入手找到突破口，整治改造循序

渐进展开，让村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再

让村民自愿要求整治改造。“那一天，终于做通

了他们的工作，挖机一排排从身边开过。”这个

画面一直定格在舒悦的脑海里。

20 个月的驻村生活，转眼进入尾声。“是

否会担心人走了，帮扶的项目也是随之中

断？”对于这个问题，舒悦并没有多大的顾虑，

“2+8+X”得胜村综合帮扶项目的运作机制将

持续发挥作用，驻村期间共建单位派出专业

人员驻村实地办公，对年轻党员干部进行一

对一、点对点、人带人的专业能力传帮带提

升，结合帮扶项目培养年轻干部的小微工程

管理能力，组织建立了得胜村“8090党员第二

项目经理”队伍，村里一批年轻的干部成长了

起来，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重要抓手，这是比

“输血”更难、更重要的“造血”，在舒悦的心里

始终牵挂的是得胜村村民群众今后的乡村振

兴之路。

“在农村工作是我人生一段刻骨铭心的经

历，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更懂农民，更热爱脚下

这片土地。”舒悦骄傲地说。

本报讯（记者 李谆谆） 野生动物保护事

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平衡。经过多年

的有效保护，100年前在上海消失的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獐，如今在上海实现种群恢复。为

了让这些獐更好地回归本土自然环境，近日，

上海规模最大的獐扩繁基地——松江叶榭獐

繁育基地，首批 10 只獐作为野化过渡研究个

体，离开原来的繁育基地，进入新设的野放训

练基地，为它们真正回归曾经的栖息地做着

准备。

首批进行野放训练的“先遣部队”是从原

来的繁育基地按照公母比例遴选出的。这片

位于黄浦江源头的生态涵养林，是林业部门作

为样板开发的近自然的混交林，也是獐的生存

家园。从 2009年引进第一批 40只獐，这里如

今已经扩繁至近80余只，最高峰时达到200只

左右，并成功引种至上海市其他区域。

獐属于上海本土物种，19世纪80年代，在

上海市郊的青浦及奉贤等地广泛分布，但由于

生活环境被破坏以及过度捕猎，在上世纪初已

绝迹。区林业站副站长蔡峰介绍，2006年，上

海市启动极小种群恢复工程，重新引进獐、扬

子鳄、狗獾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意在形成本

土物种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填补因人为因素

破坏的空格生态位，维持和恢复上海自然生物

的多样性。

“通过繁育基地保持种群数量稳定的同

时，恢复野生种群是野生动物保护最终的落脚

点，而放归自然环境之前的野放训练是实现野

生獐种群的关键步骤。”蔡峰介绍，为此，经过

严格遴选，最终从现有的 80 余只獐中挑选出

10只，组建了这支野放“先遣队”。

为了保证这 10 只獐的顺利野放，研究基

地通过安装摄像头和跟踪监测项圈，在不打扰

的情况下，观察放归个体的活动状况，对它们

的行为、活动特征等进行全天候观测与跟踪。

“通过观测了解獐的栖息、觅食习惯，了解它们

是不是适合这个环境，从而为真正野放的生境

选择作参考。”蔡峰说。

将一定数量的圈养个体放归野外，可重

建或复壮野生种群。为提高野放的成功概

率，松江林业部门在原来的繁育基地南面，规

划建成了 300 亩的野放训练基地。相比原来

的繁育基地，目前这被称为“极小种群恢复与

野放基地”的地方，不单是面积上的扩张，更

是对原来功能进行补充完善，突出了基地对

獐的野化训练功能。基地内模拟自然生长环

境，通过投放一定比例的公獐和母獐、种植食

源性植物、脱离人工饲养等措施，实现獐回归

自然前的野化训练。

野生动物保护最终是要让野生动物回归

自然环境。“我们用了多年时间来恢复獐本地

种群，可能还要用更长时间才能让獐真正回归

家园，而不是让它们一直生活在围着栏杆的繁

育区里，这是我们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的责任

与使命。”蔡峰说。

松江繁育獐将回归自然
首批10只獐开始野放训练

本报讯（记者 曲虹）

新的一年里，要发扬为民服

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

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

神，推动人防工作更高质量

发展。2月 22日，区民防办

举行“准军事化”集训动员

会，全办干部职工共50余人

参加活动。

动员会要求全体参训

人员，要思想上高度重视，

精神上热情饱满，行动上积

极主动，充分认识人民防空

训练的重要性，严格要求自

己，发扬团队精神，努力完

成各项训练任务，营造比学

赶超浓厚氛围。

参加完动员会的干部

职 工 随 即 整 装 奔 赴 训 练

场。“稍息！”“立正！”“向右

看齐！”随着教官的口令，集

训拉开帷幕。训练中，参训

人员精神饱满、仪容严整、

一丝不苟。指挥员口令准

确、声音洪亮、严格要求。

全体参训人员以端正的态

度、饱满的精神积极投入到队列训练中去，认

真领会动作要领，严格按照口令要求完成每一

个动作。

据悉，本次训练为期五天，采用理论授课

与专业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先后进行国防知识

教育、民防专业训练、队列操练、现场防护培训

和技能拓展等科目。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始终

牢记自身职责使命，通过训练锻造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人防“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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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管理、点对点帮扶，驻村指导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他来之后，村里的变化真大”

气温回暖，刚刚结束春节长假的市民又可领略到一年中生机盎然的

春意美景。在西部渔村休闲垂钓中心，市民正饶有兴致地垂钓，享受着户

外活动带来的乐趣。 见习记者 高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