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的发展，促使信息的急剧增多和

快速传播，有助于扩大视野、增加知识。一

般说来，人们获取信息总是越多越好，不

过，信息也有真伪良莠之别，对待信息不宜

一揽子照收，而是要采取优选的原则，积极

获取有益有用的，拒绝无用有害的。人脑

有着一百亿神经细胞，从理论上说，是一个

“装不满的碗”，可以不断地记取知识信息，

然而，实际上，除了少数有超人的记忆力者

外，记忆总是有限的，无用的知识信息接纳

多了，反而会干扰有用的记忆。列宁说过：

决不能“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

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

如今信息爆炸，社会上笼罩着一个巨

大的信息网，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为这个“网”所罩，失去了自主的选择力和

判断力，盲目地全面接受各种信息，让自已

的脑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跑马，免不了遭

遇“九分无用一分歪曲”，让那些“无用”的

信息浪费了自已的大好时光，让那些“歪

曲”的知识污染了自已的心智。

据此，我们不宜时时刻刻沉溺在网络

中，被各种各样信息拖着走，而是要掌握选

择信息的主动权。就一个人来说，首先在

心态上不要追求什么都要知道 。虽然，知

道多一些比知道少一点的要好，但是，“以

有涯随无涯”，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

要。微信微博的发展，网上的信息传播更

便捷，且少了过滤，导致垃圾信息充斥，如

同有人形容的“与在街上随地吐痰没区

别”。那些痰涕式的垃圾信息，有害无益。

如果将有限的宝贵生命 ，浪费在这些东西

上面，按庄子的说法，这样就会“殆已”，使

自已处于困乏和危险的境地。

继之就应对各种信息进行取舍，特别

是对网上各种稀奇古怪的信息，不可轻信，

更不可轻传。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的高度

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使各种信息得以

快捷方便传播，也使谣言插上了翅膀。网

络谣言既有针对公民个人的诽谤，败坏个

人名誉，给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也

有针对公共事件的捏造，影响社会稳定，给

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威胁。

制止网络谣言自然需要政府依法加强监

管，同时也需要每个公民给造谣者以白眼，

不信谣，不传谣，让谣传失去赖以生存的市

场。

网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

巨大变革。我们要重视运用网络，但却没

有必要时时刻刻被网络所包围。现实生活

较网络生活更宽广更丰富更有味。上海交

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江晓原指出，现在“人们

的生活被网络技术劫持了，却偏偏没有意

识到这是一种劫持”。那些智能手机、移动

网络时刻不离手的人，就连吃饭走路时也

在发微信看微博的人，就是被网络技术劫

持而又未意识到被劫持的人。人们要像庄

子所主张的那样，活得自由一点，自在一

点，在网络时代，就要重视反对这一劫持，

使自已能自由地游弋于互联网内外，让网

络技术为我所用，而非我为网络技术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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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实现了生产、流通、消费领域的全过

程监管，有效破解了原来“分段管理”、“多

头执法”、“九龙治水”的弊病；实现了“一

次出动、多项检查”的“集约化”监管，执法

人员“以一当三”，原来需要 6个人的执法

检查，现在只需要 2人就可以完成……6
月19日下午，新区政协主席张俭主持召开

五届政协第十三次常委会，就浦东市场监

管体制改革运行情况进行专题协商。副

区长丁磊通报了新区市场监管体制改革

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浦东市场监管局

运行几个月来，“1+1+1>3”的改革效应逐

步显现。

2013年 9月以来，浦东立足全面深化

改革大局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求，在全

市率先试点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将浦东工

商分局、质监局、食药监局“三局合并”，设

立了新的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并于

今年1月1日正式挂牌运行。

改革中，浦东大力推进简政放权、职

能下沉、夯实基层，市场监管局 80%的人

员下沉基层一线从事监管执法工作，并在

原工商所职能基础上，逐步将特种设备、

计量、质量监管和食品、药品、化妆品监管

等职能下放至36个街镇市场监督管理所，

实现了监管重心下移，全面加强了重点、

薄弱领域和高风险环节的监管力量。

今年“两节两会”期间，各基层所检查

的民生领域计量器具数量相当于原来三

年的总和。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检查和执

法力量增强。今年 1至 3月，共检查食品

生产经营者6582户次，处理食品类申诉举

报1106件。特种设备监管方面，全区共有

135家特种设备生产单位，10715家使用单

位，9万多套电梯、塔吊、起重机等，以前只

能依靠质监局一个处室的力量进行监管，

监管难度可想而知。如今，依托覆盖全区

的基层所，对特种设备的监管实现了每年

全覆盖式检查2次。

此外，改革还通过整合监管职能、业

务，实现了“一次出动、多项检查”，监管效

能更优。如今，大部分基层所干部在执法

时能做到“以一当三”。以超市检查为例，

改革前需要工商、质监、食药监三个部门、

至少6个人分3次到同一超市检查流通食

品、计量器具、保健品化妆品等事项，合并

后，只需要一个部门2个人开展一次检查，

不仅提高了执法效率，也减轻了企业的负

担。

与会人员对新区市场监管体制改革

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希望进一

步深化改革。他们建议，建立健全法律法

规体系，发挥行业自律、媒体监督和市民

监督作用；实现服务市场监管执法网络对

接街镇社会治理管理网络，扩大执法力

量，延伸监管触角；进一步加深业务融合，

提高执法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等。

会议还审议了《政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委员联系服务和

管理工作的意见》；听取了新区政协五届

三次会议期间提案办理工作情况的汇报

等。

浦东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效应显现
新区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 建议深化改革延伸触角加深融合

■本报记者 许素菲 浦东报道

6月 20日下午，前滩企业天地三期

开工建设。该项目东沿济阳路、西沿东

育路、南靠企业天地二期，总占地1.77万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

前滩企业天地项目是前滩公司开发

的功能性项目，共分五期开发，地上总建

筑面积44万平方米，将打造为集聚跳变

型企业总部、中外现代服务业企业总部

的重要办公基地。而此次开工的三期工

程，除了总面积 5.53万平方米的办公楼

以外，还将建设一个包涵社区购物中心

和酒店式服务公寓的商业配套项目，面

积达2.9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加上之前开工的一期和

二期，前滩企业天地已有近26万平方米

实现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17年底前陆

续竣工。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6 月 21 日，《中国智慧旅游城市

（镇）建设指标体系》发布会暨国际智

慧产业园区揭牌仪式在川沙新镇举

办。会上，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发布

了中国首套《中国智慧旅游城市（镇）

建设指标体系》，中国第一个“虚拟+资

源整合型”的国际智慧产业园区在川

沙揭牌。

据悉，为推动中国从旅游大国向

旅游强国发展的进程，引导中国的旅

游业向智慧旅游方向发展，提升“宜

游”水平，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在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信部中国电子工

业研究院、上海社科院等 20 余家有关

单位及专家的大力支持下，联合 100余

位各领域专家，历时一年多时间，编制

出了全球第一套《中国智慧旅游城市

（镇）建设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

分为四级，一级指标 5 项：平安、诚信、

服务、智能和宜游；二级指标 19 项，三

级指标 42 项；四级指标 237 项。《指标

体系》的研发紧紧围绕“以人为本”，基

础是“平安和诚信”，核心是“服务”，依

托为“智能化”，最终评价目标为“宜

游”，所以又称为《宜游指标体系》。该

指标体系填补了中国旅游业领域的理

论研究空白，不仅为我国旅游业向标

准化、规范化和价值化、可持续化建设

发展奠定里程碑的基础，而且对真正

构建我国现代旅游城市新格局，引导

旅游产业的理性科学发展、最大程度

的提升中国的旅游业整体素质和国际

竞争力，加快中国实现世界旅游强国

之梦起到关键性促进作用。

会上，中国第一个“国际智慧产业

园区”揭牌。国际智慧产业园区常务副

主任、上海策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合涛介绍，国际智慧产业园区以

“海上日月-智慧产业综合园区”为主

体，设立多个产业园区，还设立了专门

的产业开发基金，为川沙新镇的传统产

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持。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随着巴西世界杯的激战正酣，浦东足球

爱好者也迎来了自己的体育盛事。6月 21
日下午，浦东新区首届3V3铁笼足球争霸赛

在森兰商都正式启动，80支队伍将争夺属

于自己的“世界杯”。

3V3铁笼足球赛是一种全新而时尚的

比赛方式，场地采用封闭式铁笼，没有边界，

场地小、队员少，感官上更富有刺激性，更像

是一种街头足球，真实地表现出了技术足球

中的个人魅力。

正规的足球比赛，战术是第一位的，而

铁笼足球赛有所不同，急停、转身、假动作，

球场上的个人技术显得更加重要。“这种小

场地对于技术的要求更高，像我们这种业余

足球爱好者，借着世界杯的热潮来感受一

下，很好。”参赛球员张先生表示。

此次比赛由浦东新区总工会、团区委、

浦东时报、上海森兰外高桥商业营运中心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据主办方介绍，从 6月 6
日开始报名至6月18日截止，报名的球队超

过了 80支，大大超出了先前 32支的预想。

本届铁笼足球赛将在7月20日决出总冠军。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6月28日，新区40多万基础教育阶段

学生将迎来长达两个月的暑假。6月19日，

浦东召开2014年未成年人暑期工作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浦东将首次在28个
街镇开设36个爱心暑托班。各单位、部门

将形成合力，整合社区、家庭和学校资源，度

过一个安全、健康、快乐、有益的暑假。

爱心暑托班报名冷热不均

今年，市政府将“爱心暑托班”作为实

事项目在全市推开，浦东将在28个街镇推

出 36个“爱心暑托班”的办学点。目前暑

托班正在火热的招募中，南北片出现了报

名“冷热不均”的状况。

据团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区的

“爱心暑托班”从 4月开始筹备，将分别在

7月至 8月举办两期，每期 3周，预计共服

务近 2000名未成年人。服务对象为小学

1至5年级在校生，每个办学点将配备1名
班主任、1名管理员及5至8名志愿者。班

主任大多由在职和退休教师担任，管理员

由街镇相关工作人员担任，志愿者是来自

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暑托班是公益性

的，每期学员收费不超过600元，主要用于

支付保险费、耗材费以及午餐费，其他费

用由政府买单。而针对新区部分家庭困

难学生，还将在 36个教学点之外开设“快

乐一夏”公益成长营，纳入“爱心暑托班”

招生序列，且所有费用全免。

记者了解到，爱心暑托班在报名过程

中出现了冷热不均的情况：北片如洋泾、花

木、潍坊、金杨等街镇的名额很快被抢光，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两个办学点甚至出现

了家长彻夜排队领号的现象；而南片的个

别街镇目前还存在少量的名额空缺，如大

团镇、新场镇、书院镇等，家长还可一试。

两大“抓手”延展教育功能

暑假期间，设在学校的乡村少年宫、

设在社区的未成年社区实践指导站将面

向未成年人开放。

当天，与会人员观摩了上海市实验学

校附属光明学校“乡村学校少年宫”的活动

现场，孩子们专注的神情和灿烂的笑容令人

印象深刻。据悉，光明学校是新区第3家国

家级乡村学校少年宫，学校从2011年开始

就试点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通过几年

的努力，让“乡村少年宫”这一具有农村特质

的活动形式，真正成为孩子们喜欢的活动场

所、家长放心的教育阵地。在暑假中，这里

也将成为孩子们学习娱乐的首选地。

上海从 2012年开始在全市开始推广

未成年人社区实践指导站的建设工作，新

区周家渡社区、东明路社区分别是第一批

和第二批建成单位。今年，花木社区成为

第三批市级未成年人社区实践指导站。

花木街道透露，今年假期将整合学校、社

区、家庭的三方面的资源，针对社区未成

年人推出以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为主的

一系列假期活动。

“暑期是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的重要时段，做好暑期工作也是服务千家

万户的民心实事工程。”浦东新区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尤存出席会议并讲话。他

要求，各单位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

织、安全第一、形成合力，帮助新区未成年

人“体验文化之旅，畅享快乐暑假”。

（暑假主要活动安排详见A5版）

浦东召开2014年未成年人暑期工作会议

28个街镇开设36个“爱心暑托班”

80支队伍争夺浦东3V3“世界杯”

前滩企业天地
三期开工建设

川沙成为首个
“宜游指数”示范镇

个人技术在铁笼足球赛中显得尤为重要。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