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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配送公司全國抽調騎手分揀員增援上海

滬保供補運力 保障「最後一公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倪夢璟、張



帆及澎湃新聞報道，7 日，正在疫情中

(

的上海明確調整了物資供應保障人員的
返崗政策，來自四面八方超過千名騎

手、快遞員、分揀員正投入到上海保供崗位中。記者從多家生鮮電商平台、超
市以及快遞物流公司獲悉，部分企業已積極組織符合條件的本地人員盡快重返
保供崗位，並從外地調集增援力量。

在配送方面，多家配送公司已經從全國抽
調員工進入上海一線。當然，在各個配

送站點也加大了防疫力度。儲備了充足的口
罩、消毒液、酒精、體溫計等，並每天對騎手
的健康狀況進行跟蹤。記者從達達集團了解
到，針對封閉式管理的情況，平台已為騎手提
供保供文件證明，同時要求騎手按期進行核酸
檢測，加強「無接觸取貨及配送」服務，最大
程度降低感染風險，讓配送更安全、更健康。

配送：多地員工馳援上海
由於工作任務較重，目前，達達已在前期統
籌 105 名達達快送騎手的基礎上，積極籌措力
量，組織符合條件的配送力量，盡快重返保供
崗位，補足配送力量，完成社區「最後一公
里」的配送任務。
美團買菜也於近日從北京、廣州、深圳、武
漢等地調配熟練分揀人員近千人馳援上海。美
團向記者介紹，他們正在積極協調有關部門，
將在適當的時候設立核酸檢測和新冠疫苗接種
專場。同時，當騎手感到壓力較大、情緒波動
強烈，可撥打免費騎手心理諮詢熱線，由心理
醫生提供專業的服務。
據澎湃新聞報道，過去一周，餓了麼已陸續
增加近 1,500 位騎手到崗，預計近日還將增加
約 1,000 位騎手，同時還將從外地調派 600 名
騎手增援上海。楊浦區騎手劉森 8 日拿到了新
的通行證，他說，更多符合條件的騎手正在陸
續收到通知上崗，他們都急着為市民抓緊送上
生活急需品。截至 4 月 7 日，盒馬有約 300 名
一線作業人員走出封控區回到自己的崗位。此
前暫停營業的部分門店正在陸續恢復營業。

為了保障社區的封控環境，叮咚買菜已對所
有保供人員均進行閉環管理，入住由叮咚買菜
安排的酒店或住宿點，保供人員的活動範圍僅
限工作區域和住宿點。記者了解到，所有在站
點工作的人員，均需要每 24 小時做一次核酸
檢測以及抗原檢測，公司還會對前置倉的內部
環境進行早晚兩次消毒，保障站點所有員工安
全。
不僅僅是配送端，超市也在集中火力增調一
線分揀員保供物資。
據了解，大潤發將選派 600 名員工從江蘇、
浙江、安徽三地出發馳援上海，在上海 26 家
門店參與物資保供、一線分揀、線上訂單配送
等工作，還將陸續恢復楊浦、大華、松江、大
寧等地符合防疫政策門店的線上供應。
本輪疫情以來，上海大潤發每天採購近 800
噸蔬菜水果，1,100 位大潤發員工堅守崗位保
障供應與配送，19家大潤發門店參與配合政府
保供物資供應。
麥德龍也將通過全國 101 家門店緊急協調各
方資源，增加各地貨源，調動人員，加大配
送。除了組織上海本地符合條件人員支援保供
工作，還積極調動周邊省市如江蘇、浙江、安
徽、福建等地人員第一時間投身保供工作，迅
速規劃分工，形成一支物資保供、物流運輸、
打包分揀、線上訂單處理和配送等等工作的加
強隊伍。
至今，麥德龍支持保供工作人員已超過
2,000 人。此外，麥德龍近日推出了社區集單
配送的服務，鼓勵社區集中成單，麥德龍統一
配送。

分揀：企業安排住宿管理
在分揀環節，記者從叮咚買菜了解到，叮咚
買菜已召回近 500 名一線員工重回保供隊伍，
並安排此前暫停營業的前置倉迅速恢復營業，
目前已陸續將寶山、松江、青浦、徐匯、楊浦
等區域內關停的近 30 家前置倉，重新開放。
叮咚買菜相關負責人表示，此前因疫情影響，
多家前置倉暫停營業，在收到有關部門的通知
後，已第一時間通知區域內的站長們，準備開
業事宜，並統計一線員工名單，為員工申請保
供通行證，積極與居委會進行溝通，幫助他們
重返保供第一線。

◆4 月 7 日，新疆首批援滬抗疫物資，1.6 萬份
新疆特色乾果盒裝車出發。據悉，新疆援滬所
有抗疫物資共計 10 萬份，貨值 800 萬元人民
幣。
中新社

◆上海明確調整了物資供應保障人員的返崗政策，來自全國四面八方超過千名騎手、快遞員、分揀員正投入到上海保供崗位
中。圖為電商平台對騎手實行嚴格的防疫政策：閉環住宿、定時核檢、戴口罩開工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攝

上海本輪感染病例 15%為18歲以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
海報道）上海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和
無症狀感染者總數突破 2 萬宗，截
至 4 月 7 日 24 時，上海已累計報告
本土陽性感染者 131,524 宗，其中
無症狀感染者 127,131 宗、確診病
例 4,393 宗。8 日，上海繼續在全市
範圍內開展抗原檢測或核酸檢測。
上海市衞健委一級巡視員吳乾渝表
示，此次上海所有確診病例中，18
歲及以下佔 15%，18 歲至 60 歲佔
69%，60 歲及以上佔 16%。所有感
染者中，年齡最小 10 天，最大 98
歲。
吳乾渝表示，上海本輪疫情的確
診病例中，有些是無症狀感染者轉
歸為確診病例，也有從輕型、普通

型轉為重型，目前有 1 宗重型，正
在治療中。上海市住建委數據則顯
示，截至目前，上海世博展覽館、
新國際博覽中心、花博會復興館、
臨港洋山特保區 4 個市級集中隔離
救治場所已交付投用，這 4 個點共
計約 50 萬平方米，可提供約 38,000
張床位。而國家會展中心方艙醫院
正在加快建設，約 60 萬平方米，預
計可提供 50,000 張床位，這也是目
前上海最大的方艙，即將分批交
付。

浦東新區三官員被免職
另據中新社報道，上海浦東新區
3 名處級幹部因疫情防控不力被免
職。

「她應做的不是推遲而是取消
『訪台』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8 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對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感染
新冠肺炎表示慰問。他說，佩洛西應
該做的不是推遲「訪台」，而是立即
取消訪問。
據報道，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新冠
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訪台」計劃推
遲。對此，趙立堅指出，中方近來就佩
洛西眾議長訪問台灣表達了明確的立

場，中方官員也向美方就此進行了嚴正
交涉。
「我對佩洛西眾議長感染新冠肺炎表
示慰問，希望她早日康復。她應該做的
不是推遲訪問，而是立即取消訪問。」
趙立堅說。

美公然踩踏
「一個中國」紅線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7 日在同法國總
統外事顧問博納通電話時，就媒體報道

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將訪問台灣
表明中方嚴正立場。
王毅指出，當前國際局勢動盪加
劇。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強調尊重一
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在台灣問題上
卻公然踩踏「一個中國」紅線，這是
赤裸裸的雙重標準。美國國會眾議院
議長作為一國政要，如明知故犯竄訪
台灣，將是對中國主權的惡意挑釁，
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將對外發出

極其危險的政治信號。如果美方一意
孤行，中方必將作出堅決反應，一切
後果由美方承擔。
針對美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擬「訪
台」一事，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華盛
頓時間 7 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
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並表明嚴
正立場，要求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取消佩洛西眾
議長「訪台」計劃。

奉勸佩洛西抓緊治病 不要費盡心思破壞台海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 4 月 7 日，美國眾議院
議長佩洛西確診新冠肺炎的新聞引發輿
論高度關注。其實，在抗疫漏洞百出的
美國，政客確診新冠肺炎並不稀奇，之
所以佩洛西染疫的消息刷爆網絡，是因
為之前剛剛爆出她將率團竄訪台灣。中
央廣播電視總台「海峽時評」專欄指
出，佩洛西作為一國政要，明知台灣問
題在中美關係中的敏感性，還計劃竄訪
台灣，如果成行，將是對中國主權的惡
意挑釁，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將對
外發出極其危險的政治信號。我們要奉
勸佩洛西這個卑劣政客：還是趕緊治你

的病吧！
文章指出，一直以來，在台灣問題上
「說一套，做一套」是美國政客的通
病，顯然，佩洛西也病得不輕。她明知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禁止美台官方往來，
明知以拜登為首的美方一再承諾奉行一
個中國政策，還公然踩踏「一個中國」
紅線，惡劣程度，可見一斑。這些美國
政客嘴上滿世界標榜自己尊重其他國家
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在台灣問題上卻
幹着諸如政客訪台、對台軍售等一系列
損害中國主權的齷齪行為。種種行徑，
令人不齒。

文章分析指出，現階段，「遏制中
國」已經成為一些美國政客的病態心
理。為了對抗中國，這些政客不顧道
義、不顧臉面，只要是不利於中國發展
之策，就被他們爭相使用，其中打「台
灣牌」就是他們慣用的伎倆。佩洛西此
次策劃竄訪台灣就是打「台灣牌」中事
態比較嚴重的一種，向「台獨」分裂勢
力發出了嚴重錯誤信號。但他們顯然打
錯了算盤，面對美方的種種挑釁，中方
絕不會坐視不管。正如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 4 月 7 日強調的，如果美方一意孤
行，中方必將採取堅決有力措施，堅定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由此造成的
一切後果必須完全由美方負責。
文章最後指出，佩洛西既然感染了新
冠肺炎，還是以身體為重，抓緊治病，
不要再費盡心思來台海做衝擊中美關係
政治基礎、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醜事。
倘若執迷不悟、不聽規勸，必將自食惡
果、無藥可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
道，台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室 8 日表示，因
家人確診新冠肺炎，蔡英文將在住所隔離
並進行 7 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至 4 月 21 日。
蔡英文所有公開行程即刻暫停。
據了解，蔡英文清明假期期間與 11 位
家人在其官邸午餐。其中一位家人 8 日中
午身體不適到醫院就醫，篩檢後確診。台
灣地區領導人辦公室發言人稱，蔡英文將
隔離至 14 日，此後並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7
天。因 6 日與蔡英文共同召開防疫會議，
台當局行政機構負責人蘇貞昌將自主健康
監測至16日。

家人確診新冠 蔡英文居家隔離

趙立堅對佩洛西感染新冠表示慰問：

上海市紀委監委通報，浦東新區
區委委員、北蔡鎮黨委書記蔡永
強，黨委副書記、鎮長徐建軍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履職不力，造成疫情
外溢，對全局疫情防控工作造成嚴
重影響。經浦東新區區委常委會研
究，決定免去蔡永強浦東新區區委
委員、北蔡鎮黨委書記、委員職
務；免去徐建軍北蔡鎮黨委副書
記、委員職務，按程序免去其鎮長
職務。
洋涇街道辦事處副主任黃偉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消極推諉、缺乏擔
當，對分管工作落實不力，對街道
疫情防控工作造成嚴重影響。經該
區委常委會研究，決定免去黃偉洋
涇街道辦事處副主任職務。

22 縣市僅三縣市零確診

另據台灣媒體報道，台灣新冠肺炎疫情
持續升溫，8 日新增本地病例 384 例，再
創今年以來新高。今年 1 月份至今台灣累
計本地病例2,724例，其中1,459例為近一
周增加，4 月 7 日、8 日兩天就累計破 700
例。目前 22 個縣市中僅三個縣市零確
診。
對於本地病例的顯著增長，台灣感染症
醫學會名譽理事長黃立民預期未來兩周可
能單日破千，但在台灣單日確診不容易破
萬，最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做那麼多檢
測」。黃立民認為，沒有拚命去採檢和檢
驗，就會漏掉輕症和無症狀感染者。
據媒體報道，台灣感染管制學會、台灣
感染症醫學會及台灣兒童感染醫學會理監
事及社區醫療網各區指揮官、公衞專家、
「疾管署」官員等 7 日晚召開不公開論
壇。台灣感染管制學會理事長陳宜君在論
壇上表示，必須認清病毒的風險，如果太
樂觀而沒有積極作為，就可能必須承受其
他國家地區正在發生的悲劇或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