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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区管控升级后，区内居民
的生活物资如何保证？

成都市商务局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预案，市区两级联动，努力做
好全区居民的生活物资保障工作。

目前，全区所有保障市民基本
需要的生活超市、配送和餐饮类企
业（只提供快递外卖服务）将坚持
开业。全区居民还可通过各大电商
平台进行线上下单。此外，全区各
街道、社区已将各保供企业的线上
购物二维码推送至各小区群。

7月29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多
家商贸保供平台，探访“菜篮子”一
线情况。

美团外卖：
部分应季药品投入更多补贴

针对商户端，美团闪购旗下多
家超市、便利店、生鲜果蔬店确保
生活必需品“保价不断货”；美团买
药覆盖的多个药店药品正常售卖，
满足高血压、糖尿病等需要长期服
药的慢性病用户在不便出门的情
况下也能及时用药，同时在部分应
季药品上投入更多补贴，给用户更
多实惠；受疫情影响，封控区域订
单量激增，美团优选正积极组织人
力物力，尽全力保障封控区域生活
物资供应工作；同时在成都加速铺
设外卖智能取餐柜，让商户出餐、
骑手送餐、市民取餐更安心。

红旗连锁：
确保区内260余家门店正常营业

红旗连锁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应急小组迅速行动，协助政
府相关部门做好保供人员、保供
车辆运行衔接工作，确保成华区
内 260 余家门店正常营业，公司
配送中心 24 小时待命，全力保障
门店商品配送；公司门店疫情期
间正常营业，并提供延时服务，所
售商品做到不断货、不涨价，后续
供应充足稳定。

叮咚买菜：
每个站点增加一倍配送团队

“28日，我们已为成华区增加
了近5倍的备货，今天还将按照实
际需求进一步增加。”叮咚买菜西
南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叮
咚买菜在成华区内所有站点均正
常工作，每个站点均增加了一倍左
右的配送团队保障运力。

目前，针对成华区内的运力和
商品，叮咚买菜正从其他区域调拨
物资和人力，优先保障成华区的供
应问题。

饿了么：
紧急上线“成华区饿了么民生物资

保供专区”

饿了么紧急上线了“成华区

饿了么民生物资保供专区”，通
过网上下单、无接触配送等措
施，有效保障商超便利、果蔬生
鲜、医药用品等居民生活必需品
的正常供应。

记者还了解到，为了做好保供
工作，饿了么为骑手在有些站点准
备了临时住宿休息区。杨博文表
示，接下来，还会在政府部门的帮
助下，为无法返回小区的骑手安排
住宿场所，坚持做好民生供应保
障，尽最大努力满足市民需求。

朴朴超市：
生活必需品备货量为平时的2~3倍

“我们在成都的备货量十分充
足，商品价格平稳。”生鲜电商平台
朴朴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成华
区，公司会优先保障蔬菜、肉蛋奶、
粮油米面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这
些品类的备货量都达到了平时的
2~3倍。

针对运力情况，上述负责人表
示，公司在遵守疫情防控政策的前
提下，鼓励员工全出勤，另已经安
排近百名员工支援成华区。

盒马鲜生：
5家门店为成华区保供

盒马鲜生成都区域总经理徐
旭华告诉记者，目前盒马共有5家
门店投入到成华区的疫情保供工

作，分别是未来中心店、天廊店、建
设路店、高笋塘店以及一家盒马奥
莱门店。

“作为成华区保供企业，盒马
将尽全力保证区域内市民的日常
所需。”徐旭华表示，盒马已经接到
防疫部门的要求，从29日开始，单
独为成华区封控小区提供 1 万份
蔬菜。她也提醒，如有紧急需求且
同时具备外出采购条件的市民，可
自行到盒马线下门店采购，线下商
品基本能满足消费所需。她告诉记
者，目前看来，盒马的商品备货充
足，请消费者不用恐慌。

伊藤洋华堂：
购买频度高的商品提升补货频次

伊藤洋华堂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保供单位，公司疫情期间市域
内 9 家门店坚持正常营业，不关
门、不涨价。店铺内设施设备实施
每两小时消毒体制，确保店内人员
和购物环境的安全。针对果蔬、肉
蛋、熟食面点类顾客购买频度高的
商品，提升补货频次，满足顾客购
买需求。

此外，伊藤洋华堂还加大对线
上到家业务的数据监控和人员、物
资调配，充分运用自身和第三方平
台配送资源，满足周边顾客即时购
物的需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7 月 29 日，记者从成华区商
务局获悉，目前已有多家商贸
保供平台及菜市场加入成华区

“菜篮子”保障，线下线上均设
置了采购渠道，成华区居民可
错峰按需采购（扫描右图二维
码，可收藏这些保供企业的线
上二维码）。

此外，29 日上午，由于成华
区部分商品采购数量激增，对
此，多家平台表示，目前正积极加

大备货
量和骑
手 量 ，
保障物
资和运
力 问
题 。成
华区商
务局方面也表示，正在积极协调
物资保障供应情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一袋十几斤，装着土豆、胡萝
卜、黄瓜、莲花白等品种的蔬菜包
来了！7月29日下午2点过，满载
着新鲜蔬菜的三辆配送车从成都
双流区西航港街道出发，前往成
华区，将爱心蔬菜包送到了居民
手中。

2022年7月29日凌晨，成都
市成华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社会面
管控的通告》，成华区及时联系相
关供应企业，确保生活物资供应
充足、价格稳定，同时还为辖区居
民准备了蔬菜包、肉类包、主食包
等物资。据了解，29 日成都益民
集团共为成华区居民准备了100
余吨共2万份蔬菜包。

7 月 29 日下午 1 点，在双流
区西航港应急分拣点，百余名工
作人员们正在有序分拣蔬菜。

“我们今天准备了 100 余吨
共2万份蔬菜包进行配送。”成都
益民集团成都益民生鲜供应链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剑锋介绍，益民
集团在 29 日凌晨接到应急保障
任务后，立即协调集团旗下四川
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成都农产
品中心批发市场调配物资，并安
排 100 余人进行分拣。为市民配
备了西红柿、土豆、胡萝卜、黄瓜、
莲花白等 7 种相对耐储存的蔬

菜，每袋有 10 余多斤重，然后由
30台配送车陆续送到指定地点。

29日下午2点半左右，第一批
约900份蔬菜包装载完毕，三辆配
送车载着这些蔬菜开往成华区。1
小时后，配送车到达成华区建设北
路三段10号新禧苑小区，配送人
员与现场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交
接，并将物资搬运了下来。

搬运过程中，记者发现每一
袋蔬菜包里都放着一张红色字
条，上面写着“蔬送每一分心意，
凝聚每一分蓉意”的暖心话语。

看着一袋袋新鲜的蔬菜包，成
华区跳蹬河街道建兴路社区纪委
书记李毅感叹道：“相信大家一定
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我们一
定第一时间发放到居民手中。”

李毅说，小区志愿者、物业及
相关工作人员共有约40人，由他
们对物资进行分发配送。中风险
区楼栋的居民，由楼栋长和物业
通知居民到单元楼下有序分批地
领取；高风险区楼栋的居民，由志
愿者送到住户门口。目前小区共
收到蔬菜包 421 份，每户分发一
份，预计一小时内可分发完毕。

说完，李毅拿起大喇叭，通知
小区人员到门口转运物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实习生 赵云帆 成都锦江区与川投集团“牵手”

计划投资50亿元
建新能源总部项目

7 月 29 日，四川省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与锦江区人民政府
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同时，集
团旗下四川川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锦江区人民政府锦华路街道办
事处签订了《投资服务协议》。

记者了解到，本次签约，将进
一步推动锦江区与省级国有企业
在能源、大健康、电子信息等重点
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实现强强
联合、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在能源产业领域，依托在锦
江区新成立的四川川投新能源有
限公司，计划投资50亿元建设运
营“四川省川投集团新能源总部
项目”，开展太阳能、风电、可再生
资源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分
布式综合智慧能源项目的投资建
设及运营，以及新能源技术的研
发、推广、投资。

在大健康产业领域，支持华
西牙科有限责任公司开设口腔医
疗机构，引荐平台公司开展合作；
支持川投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继续投资公建民营机构养
老运营项目。

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依托
川投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大数
据、供应链业务等生态资源，在电
子信息、大数据、金融科技等方面
加强项目合作，搭建产融结合的
智慧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积极
发挥国有企业信息化办公平台、
政务大数据价值，助力锦江区产
业转型升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中泰（四川）生态
农业产业园正式开园

7 月 28 日，中泰（四川）生态
农业产业园在成都都江堰市正
式开园，成为2022年川渝地区携
手开展对澜沧江—湄公河国家
交流合作的首发项目，有望推动
中泰两国在农业种植、农产品加
工，农产品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
合作。

中泰（四川）生态农业产业
园包括三个功能区。农旅融合示
范区包括都江堰“灌区映象”、聚
源三江里弄、画家村、农业公园
等，以中泰（四川）历史文化、双
边产品展示、旅游文化元素等为
特色，引入中泰青少年农业研学
基地，打造中泰现代生态农业开
放合作示范区。产业合作示范区
依托四川正磐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正大集团成都正大农牧食
品有限公司的“一站式”合作，建
设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基地。现
已建成 200 头规模公猪站 1 个、
3500 头规模种猪扩繁场 1 个，每
年可向市场提供优质仔猪 10 万
余头。对外贸易示范区充分利用
国家级出口猕猴桃质量安全示
范区建设成效，打造特色鲜明、
优势聚集、国际标准应用、市场
竞争力强的农业国际贸易高质
量发展示范样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迪

逆势增长！
新津这家企业订单量

突破亿元大关

记者29日从新津区获悉，位
于天府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工业互
联网企业——安睿智达（成都）科
技有限公司今年逆势增长，订单
量陡增，突破亿元大关。

作为全球最大建材产业集团
——中国建材集团旗下公司，安
睿智达是中国建材集团智能化、
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旗下唯一
从事设备智能管理与服务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企业。

从 2014 年公司转型到工业
互联网领域，“最近三年我们已经
为建材行业100多家企业管理了
1 万多台设备，管理的设备价值
大概超过 60 亿元。”安睿智达有
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安睿智达订单量
激增，项目辐射全国，在江苏、江
西、宁夏等地广泛分布，订单量突
破1亿元大关。

据介绍，安睿智达的优势是
在建材水泥行业，从今年订单客
户中可以看到有不少建材行业之
外的煤矿、新材料等工厂。安睿智
达现在也在不断思考和尝试跨界
创新，目前在电网、民航、矿山等
领域也已经有了一些应用场景在
跨界融合发展。
成都商报-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增加备货、上线保供专区、调拨配送运力……

各大商超全力保供

“蔬送每一分心意，凝聚每一分蓉意”

每户一袋！爱心蔬菜包来了

@成华区居民
事关“菜篮子”，这些二维码请收藏！

慢下来，静下来
背后是

紧起来，动起来
7 月 29 日凌晨，成华区发布

《关于全面加强社会面管控的通
告》，这是自7月26日，成华区发
布加强社会面管控后的再一次

“加强”。
让部分区域慢下来、静下来，

是疫情防控特殊阶段的必要之举。
面对突然调整的防控政策，

或许会让身处其间的市民有这样
那样的不适，希望每一个人及时
调整心态，以积极理性的态度迎
接这次挑战。轻描淡写、掉以轻
心，只会贻误时机；夸大其词、慌
乱仓促，则只会人为制造紧张气
氛。希望每一个人，既能高度紧张
起来，又保持冷静理性。

该慢的慢，该快的也要快。疫
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人们对物资保
障尤其关注。瞄准日常生活需求，物
资安排及时到位，人们才能心里有
底，才能更好地配合支持，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目前，成都益民集团正围
绕“菜、肉、粮”等生活必需品供应，
统筹协调，开启“线上下单、线下配
送”无接触购物模式，打造了线上保
供“直通车”。相信相关部门会持续
做好物资供应保障。

慢下来，其实也在动起来。在
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很多人在忙碌
着、奔跑着。他们是冲在一线的医
护疾控人员、基层干部、社区工作
者、公安民警；是主动请缨的社区
志愿者以及保障超大城市运行的
工作人员；当然，更有响应号召，及
时进行核酸检测，守望相助、团结
互助的每一个管控区域的人。

静下来、慢下来，会给生活带
来一些不便，这需要大家的理解
支持。疫情形势严峻，出门检测核
酸，或是取物资时，一定不要掉以
轻心，要遵守防疫规则，务必戴好
口罩、做好防护、保持距离，在家
也要勤洗手、测体温、多通风，做
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监测，保护
好自己，保护好家人。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最为
关键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打起精
神，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相互鼓励，相互扶持。请坚信，只
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就一定能战胜疫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黄静

成华区桃蹊社区供图

这些天，成华区关家苑小区
里，总会有一个特别的身影在小
区里来来回回，在其白色防护服
外，还披了一件荧光黄的反光背
心，“警察”两个大字十分显眼。他
叫李浚豪，是成都市公安局成华
分局府青路派出所的民警。

记者了解到，疫情发生后，府
青路派出所安排了10名民警入驻
辖区所有高风险区域，变身警察

“大白”，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为
住户们服务，执法办案队民警李
浚豪就是其中之一。

李浚豪告诉记者，关家苑小

区是个老旧院落，1300 余住户中
有30多户独居老人。封控小区的
工作容不得丝毫懈怠，每天，李浚
豪和社区人员定时上门，了解居
民生活情况，排查安全隐患。

7月25日晚，走访到3楼一家
住户时，发现一名14岁的男孩小
豪独自隔离在家。原来孩子母亲正
在医院透析，父亲在陪护，家里一切
都只能由男孩独自承担。李浚豪在
电话里告诉孩子父亲：“放心吧，家
里一切都好，你们安心治病，小豪的
日常生活就交给我们了！”电话那
头，孩子父亲一遍遍道谢。接下来的

日子里，上门关心小豪的起居则成
了李浚豪每天雷打不动的工作。

7 月 26 日下午，正在小区巡
逻的他发现一名老人独自来到了
单元楼前，便赶紧上前劝阻。原
来，老人听力不好，不清楚外面的
情况，想出门找人问问。当了解到
老人也有个警察儿子时，李浚豪
指着身上印有“警察”二字的反光
背心，说：“婆婆，您看，我跟您娃
娃是同事，是他叫我们来看望您
的，快跟我们一起回屋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实习生 赵云帆 图据警方

封控小区里，民警变“大白”为居民排忧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