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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食品集团“三送”慰问活动再启动

为申城抗疫一线医护人员送奶、送菜、送肉
□记者 欧阳蕾昵
当“送”与“爱”结合在一起，便
成了“温暖”；当党的恩情送到抗疫
人员家里、心里、手里，
“ 送”的就是
光明。9 月 10 日上午，由光明食品
集团和申康中心共同举办的“感党
恩·光明温暖”光明食品集团“三送”
暨慰问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护
人员活动在上海公卫中心举办。当
天，光明乳业与上海公卫中心正式
签约开启战略合作。今后，光明乳
业将携手良友集团、蔬菜集团和光
明国际，定期将满载光明人祝福和
敬意的爱心物资通过光明随心订配
送平台送到长期奋斗在上海公卫中
心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家属手中。
9 月 10 日恰逢教师节，上海公
卫中心的医护工作者不仅活跃在抗
疫一线，作为复旦大学的教师，他们

还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和感召着每一
位医学系的学生。活动现场，申康
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兴鹏，光明食
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是明芳等
领导连线慰问仍坚守在一线抗疫的
上海公卫中心医护人员代表，向他
们送上真挚的祝福；申康中心、良友
集团、光明乳业、蔬菜集团、光明国
际等领导上台向上海公卫中心抗疫
人员和家属代表们送上“三送”慰问
品。
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初期，
有这样一群人为了守护人民的健
康，赶赴抗疫第一线，他们被称为是
“最美逆行者”。为此，光明食品集
团积极开展了为上海援鄂医疗队员
家属送奶、送菜、送肉的“三送”慰问
活动，提供后勤保障的同时确保疫
情防控期间市民的营养供应。光明
食品集团第一期“三送”慰问活动累

计持续 92 天，共有 3000 多位志愿者
逆行上岗。在这场与“最美逆行者”
并肩同行的历程中，光明食品集团
充分发挥了自身物流优势，持续协
调物资调配与输送，积极保障主副
食品供应，不避艰险、突破困境，向
广大市民与抗疫工作者传递出一份
属于光明的温暖真情。
当前，在国内疫情常态防控情
况下，位于金山区的上海公卫中心
作为新冠肺炎成人患者定点收治医
院 ，是 上 海 抗 击 新 冠 疫 情 的 主 战
场、主阵地。此次光明食品集团
“三送”慰问活动再次启动，凭借
自身成熟的产品供应体系，为上海
公卫中心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
员家属送上禽肉蛋奶等生活必需
品。据悉，首次“三送”爱心物资
已于 9 月 5 日前送至 131 名上海公
卫中心的医护人员家属手中，通过

此次光明食品集团与申康中心的战
略合作，双方达成“三送”慰问活
动持续推进的共识与目标，接下

来，光明食品集团将全力配合申康
中心的各项防疫工作，持续做好防
疫后勤保障。

川沙新镇农田设施维修养护更上一台阶

公开招标，
公开招标
，引进有技术
引进有技术、
、人才和设备的专业公司
□通讯员 王树才
“在我们村 1 组的排灌泵站的一
台水泵坏脱了，无法抽水，可现在正
是水稻灌浆的关键时期，
稻田必须天
天灌水……您快点派人来抢修啊。
”
9
月 9 日早上 7 点，急切地给川沙新镇
农田设施维修养护项目经理黄辉打
电话的，
是会龙村农副干部沈英。她
的急，是因为稻田这个时候一旦缺
水，就会影响水稻灌浆，最终影响水
稻的产量，
还会影响大米的品质。
尽管这样的报修电话，
几乎天天
接到，但黄辉经理一如既往地重视，
他转手打电话给应急抢修负责人薛

振华：
“你马上带上顾工、宋工，半小
时内赶到汇龙村 1 组的排灌泵站
……不能影响水稻的灌溉。”仅过 25
分钟，
应急抢修三人组就驱车赶到了
会龙村 1 组的排灌泵站，
投入到了紧
张的抢修之中。
一台水泵要正常运行，
不仅水泵
本身，还有配套的电机和电器控制
柜，都必须功能正常完好。所以，水
泵的应急抢修，
需要有擅长水泵维修
保养、
擅长电器维修保养和机械安装
与拆卸的三名工程师同时到场，
配合
抢修。直到临近中午 12 时，他们终
于抢修完成，水泵正常出水。此时，
他们才想起了肚子饿，
为了赶来应急

抢修，
三人全都早饭也没顾上吃呢。
川沙新镇共有 42 村，81 座排灌
泵站，
以及全镇范围内各村的灌溉渠
道、
窨井等，
大多年久失修，
渗漏水比
较严重。泵房及内部的设施设备，
也
都需要有计划地保养和维修。2021
年起，川沙新镇的农田设施维修养
护，
按照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
多元利
用的原则，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通过全程公开招标，引进了有专
业资质、有技术、设备、人才，能够及
时维修养护的、
专门承接政府外包服
务的上海御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对
全镇农田灌溉设施进行全面维修养
护。这一举措，
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全

镇农田排灌设施的完好率、
及时修复
率、正常使用率，而且有效地解决了
以前的管理分散、
缺人力、
无技术、
修
复时间长、修理成本高、严重影响农
田灌溉设施的正常使用。
上海御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中
标签约，
承接川沙新镇农田设施维修
养护项目后，以专业的技术与服务，
全面负责起了泵房（特别是老旧泵
房）的维修保养、灌溉渠道和窨井的
渗漏维修养护、泵房环境维护、泵房
运行、
用电保障，
还对泵站制作铭牌、
工作职责牌、运行网络图等，使川沙
新镇的农田设施维修养护工作登上
了一个新台阶。

村企结对共建 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
新引擎”
”
□通讯员 王佳骏
9月10日，
嘉定16家区级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与20个经济欠发达村在上
海惠和种业有限公司签约，
结对共建
激活乡村振兴
“新引擎”
。
华亭镇双塘村是全区经济欠发达
村之一，
村级经济主要来源以农田、
房
屋租赁以及相关扶持资金为主。这次
签约，
双塘村与上海一片天餐饮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结对。根据共建协议，
一片天餐饮公司将帮助双塘村打通产
业链，
扩大农产品销路，
并为村民提供
就业岗位、
帮扶困难群众。
“我们有土
地、
有农业基础，
正好也是一片天需要
的资源，
我们的合作对产业发展、
群众

就业都有帮助。
”
双塘村党总支书记陈
爱忠说。
作为企业方来说，
此次签约结对
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同时也能让
企业的研发成果更多付诸实践。在活
动中，
上海左岸芯慧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与华亭镇联一村、金吕村结对共
建。今后，
左岸芯慧将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
以物联网和传感器技术为基础
建立蔬菜生产可追溯体系，
打造
“数字
三农”
样板。
“我们积累了很多有关数
字乡村、
数字农业的技术，
希望借这次
机会可以探索出‘数字三农’的新模
式。
”
上海左岸芯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波表示，
公司将拿出专项资
金用于项目的打造。

嘉定复查回访 遏制非法行医历史点位再次抬头
□记者 欧阳蕾昵
疫情防控期间，
非法行医行为极
易造成疫情的隐瞒、
扩散和蔓延，
成为
助推疫情传播的
“黑手”
。当前，
打击
非法行医工作仍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一
环。为进一步巩固辖区
“打非”
工作成
效，
有效遏制非法行医历史点位再次
抬头，
近日，
嘉定区卫生健康委监督所
安亭镇分所联合安亭镇卫健办、
外冈
镇卫健办以及相关村居委对非法行医
历史查处点位开展全覆盖复查行动。
在前期排查的基础上，
复查行动
选择辖区 7 处非法行医历史查处场所
进行回访。检查过程中，在 3 家生活
美容场所仅查见开展生活美容项目服

务，
未见非法美容医疗仪器使用及医
疗美容项目宣传行为；在 4 家历史查
处的非法行医接诊场所中，
原行医人
员已离开或已经从事其他行业工作，
现场也未查见非法行医迹象。同时，
检
查人员还对历史非法行医场所周边进
行了卫生知识宣传，
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在
‘黑诊所’
就诊，
不仅容易被误
诊和漏诊，
恶劣的诊疗环境更是传染
性疾病的温床。非法行医者往往以盈
利为目的，
实行联合用药和长期用药
策略，
这将损害患者身心健康并造成
经济损失，
打击非法行医工作需要大
家共同参与。
”

川沙新镇通过公开招标，
引进有
技术、
有人才、
有设备的专业公司，
负
责全镇农田设施的维修和养护，
在上
海全市尚是首创。实施半年多来，
不
仅达到了明显提升维修养护和管理
服务能力、水平的初衷，还引来了多
个乡镇前来取经学习。目前，
川沙新
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正与上海御境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一起，
在不断的探
索和实践中，
总结、
积累可复制、
可推
广的成功经验，
为提升浦东新区乃至
上海全市的农田设施维修和养护水
平，
做出试点性经验。

□点击
“互联+禁毒教育”讲座
让禁毒宣传更深入
□记者 陈祈 通讯员 金建新
一件件形象的新型毒品展示、
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宣讲，让上海电
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刚入职的教师
对新型毒品有了更深的了解。
新学期开学前，奉城镇禁毒办
社工督导陈辉运用互联网腾讯会议
APP 对 69 名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新入职教师开展的毒品预防教
育专题讲座。
为了让授课内容更加丰富、生
动，达到吸引人、启发人、感染人的
效果，陈辉结合当前禁毒形势和毒
品滥用新趋势、
新特点，
将防范新型
毒品作为授课重点，广泛列举新型
毒品种类，并通过真实案例宣讲毒
品的危害和识别技巧，提高新入职
教师对新型毒品的防范意识，引导
他们自觉主动地参与禁毒斗争。
刚入职的顾老师深有感触。他
说，
通过陈老师的远程教育，
对毒品
的危害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今后的
工作生活中将会有意识地去识别毒
品、防止毒品和拒绝毒品。作为第
一次尝试互联网腾讯会议授课的陈
老师也坦言，
此次
“互联+禁毒教育”
讲座，不仅得到了上海电子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
定，还进一步创新了后疫情时代校
园禁毒宣传工作的网上新媒体渠
道，为携手共创无毒校园氛围开启
了高校秋季开学的禁毒
“第一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