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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黄丹 浦东报道

为了高效推进浦东地区“三违”案件

的整治工作，浦东法院执行局积极配合

合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开展法

院执行工作。日前，备受关注的合庆镇

“三违”整治工作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

利，该地面积最大的违法建筑区域——

近 30万平方米的海升地块已完成了全

部集中拆除工作。

笔者从浦东法院执行局了解到，该

地块涉案的4家单位被执行人均不同程

度存在涉诉情况，其中一家单位涉案多

达101起，法律关系较为复杂。

原来，海升地块总占地面积约 1282
亩，土地性质为国有农用地。2003年海

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围垦滩涂取得

该土地。2007 年，海升公司将其中的

940亩土地承租给了 4家公司。该 4家

公司未经许可，违法搭建建筑28.95万平

方米，用于仓储和经营，其中涉及的货

物、车辆、设备众多，有一家公司甚至还

堆放了危险化学品。此外，部分违法建

筑还被擅自转租，场内租户有 20余家，

进一步增加了法院执行的难度。

对此，浦东法院执行局采取“两手抓”

的举措，一方面努力做好疏导化解的工

作，就清场工作进行积极沟通，另一方面

运用失信、查封等司法强制措施督促被执

行人自动履行。经过多次工作，其中两家

被执行人自行拆除违章建筑近17万平方

米。据介绍，由于该地块涉及多起诉讼，

相关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为防止因权力义

务关系不清晰而遗留矛盾，浦东法院执行

局及时要求各债权人申报债权，并依法委

托评估机构对被拆除建筑价值进行评估，

固定各债权人债权份额和清偿比例，争取

做到最大化地妥善解决有关纠纷。

“我们还将认真摸底排查，依法集中

执行，为‘三违’整治工作提供司法保障，

促进浦东建设市场秩序的规范化。”浦东

法院执行局局长王志根表示。

■通讯员 金川云 浦东报道

12月 18日，南汇精神卫生中心睡眠

障碍科开始接诊。

实例证明，睡眠障碍不仅影响人们

的情绪、认知、记忆，降低工作效率，严重

者机体免疫力下降，还会导致多个靶器

官损伤，引发或加剧消化不良、食欲减

退、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甚至精神

恍惚引起意外事故等。睡眠障碍已成为

突出的医疗及公共卫生问题。

据统计，我国有多达42%左右的人存

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但大家对睡眠健

康认识又非常有限。南汇精神卫生中心先

期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帮助更多的人认

识到睡眠健康的重要性，并让患者正确了

解睡眠障碍，以及消除到精神卫生中心看

病的“病耻感”。南汇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

碍科医生介绍，睡眠障碍的治疗并非局限

于药物，除了专业的仪器设备之外，医生将

针对患者睡眠障碍程度，帮助患者建立一

套容易掌握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医生强

调，良好的生活习惯、睡眠习惯是改善睡眠

质量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心将通过优质的

服务、专业的诊疗以及丰富的康复活动，让

更多的睡眠障碍患者拥有甜蜜的梦乡。

■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11月才在周浦落地，12月已经将周浦

的助动车被盗报案数下降4成！助动车防

盗芯片获得公安部门“点赞”，并将迅速推

广到康桥、航头、川沙三镇，物联网防盗雷

达将率先覆盖浦东中部。

借助防盗芯片找回助动车

12月 17日下午，家住周浦瑞阳苑的

王南飞和妻子顾玉英双双赶到周东派出

所，领回了 12月 10日被盗的助动车。夫

妇俩感叹：“真没想到车子还能找回来！

这个防盗芯片能干得很呢！”

王南飞今年“五一”花 3699元买了一

辆“豪华版”电动车，他很认真地上牌照、装

防盗锁，他说：“新车容易被小偷看上，居委

会通知可以装防盗芯片，我就赶紧去了。”

王南飞排了很长的队才装上芯片，安

装人员介绍说，在智能手机安装防盗APP，
用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码绑定账户，离开

车辆时用手机上网发出“上锁”指令，后台

系统就会监控其状态，一旦车辆在上锁状

态下移动地点，手机就会收到一条自动推

送的提醒信息。车主可以迅速报警，后台

系统会立即调阅车辆轨迹，定位车辆位置。

“我不会用APP，没有启动锁车。”王南

飞有些懊恼。12月9日，他把车停在自家楼

下，第二天早上发现车没了。王南飞赶紧拿

出安装电子防盗芯片时领取的警民联系卡，

拨通报警电话，“不知道还有没有用。”

来自周浦镇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的

信息显示：即使不启动锁车，防盗雷达也

可以连续跟踪装了芯片的电动车；同时，

巡逻民警和社区安保力量的手持雷达以

及安装在周浦镇域内的300余个雷达探头

也会不断扫描信号，拦截可疑被盗车辆。

巡查人员还可以在APP上看到被盗车辆

的照片、车架号等信息，进一步比对车

辆。王南飞的被盗电动车就是流动雷达

发现的，令人惊喜的是，这是一个被盗电

动车窝点，警方一举追回了5辆电动车，其

中3辆是没装防盗芯片的。

芯片可用于防止老幼走失

“周浦一年丢失 1000多辆电动车，折

合人民币超过 200万元，政府投入 200万

元，这个好处老百姓立刻就能看得见。”周

浦镇党委书记张长起寻思，雷达网建成

后，还可以派上更广阔的用途：防止失智

老人走失，打击拐卖儿童……“居民也可

申请给自家贵重物品安装芯片，增加周浦

居民的安全感。”

记者从警方获悉，防盗芯片安装在非

常隐蔽的地方，不仅小偷难发现，车主自

己也找不到；即使被盗车辆已经离开固定

雷达覆盖的区域，流动雷达车仍然可以接

收到车辆信息。不过，目前雷达网仅仅覆

盖了周浦区域，还没有发挥系统的最大效

能。警方表示：“康桥、航头、川沙已经明

确将推广助动车防盗芯片，这意味着浦东

中部将率先形成一个防盗雷达网。”

据悉，作为周浦镇“互联网+”惠民实事

工程，这一物联网防盗项目已经为2500辆
助动车“上锁”，2016年，周浦镇计划完成2
万辆，从户籍人口逐步推广到常住人口。网

格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常年在周浦活动的

电动助动车有10万多辆，每年报失1000多
辆。周浦镇政府急民之所急，短短几个月就

完成了相关论证，投入近200万元，很快将

这套系统列入政府采购的为民实事项目，为

该镇户籍或在该镇有合法稳定工作、合法稳

定居所的新周浦人免费安装防盗芯片。

■通讯员 倪中月 张虹 记者 张敏

货轮沉没之后，打捞公司接受海上

搜救中心指令，派遣打捞船到事发海域

搜寻和打捞落海的集装箱。面对巨额的

搜寻打捞费用，救助方与被救方发生争

议。上海海事法院审理了这起海难救助

合同纠纷案。日前，在法官的主持下，双

方签署了调解协议，被告象山县兴业航

运有限公司向原告上海金工打捞有限公

司一次性支付20万元的救助费用。

2013 年 12 月 27 日，象山县兴业航

运有限公司所有的“兴泰 5”轮装载 217
只集装箱由辽宁丹东开往江苏太仓途

中，在东海海域遭遇特大风浪，“兴泰 5”
轮倾覆沉没，构成重大等级水上交通事

故。上海金工打捞有限公司接受上海海

上搜救中心的指令，派遣“金工 2号”轮

前往事故水域进行搜寻和打捞漂浮集装

箱。至2013年12月30日，“金工2号”轮

打捞起涉案事故集装箱 3只。2014年 1
月 1日至 1月 7日，“金工 2号”轮在佘山

岛和横沙岛码头避风待命。

法庭上，双方当事人围绕是否有权

主张救助费以及费用应如何计算展开辩

论。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打捞公

司在海上搜救中心的指挥下，作为救助

人已尽合理谨慎义务完成了对“兴泰 5”
轮所载集装箱及货物的搜救，航运公司

作为“兴泰 5”轮的所有人，对自有船舶

发生事故和救助过程应当知晓和关注，

其并未对打捞公司的救助行为提出明确

异议，打捞公司作为救助方，取得救助效

果，依法有权为其救助行为向被救助方

主张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

一百七十一条和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

定，海难救助的对象包括船舶和其他财

产。航运公司是打捞公司实施涉案救助

行为的受益者，故其以打捞公司救助的

是集装箱货物而非船舶，其不应支付救

助报酬的抗辩不能成立。

最终，关于救助费用的金额，双方在

法官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象山县兴

业航运有限公司向上海金工打捞有限公

司支付20万元的救助费用。

■本报记者 黄静 摄影报道

上周六，轨道交通 11号线罗山路-
康新公路区段、12号线七莘路-曲阜路区

段、13号线长寿路-世博大道区段正式载

客试运营。“三线齐发”进一步便捷了上

海城市轨道交通出行，尤其是 11号线新

延伸段拉近了浦东南部地区与中心城区

的距离。

11号线因为其迪士尼线的特点，备

受关注。不过，由于迪士尼乐园尚在建

设中，不具备开通条件，因此此次开通试

运营的区段为罗山路站（既有车站）-康

新公路站，共2座新建车站，即秀沿路站、

康新公路站。康新公路站为目前的线路

终点站，乘客到此站须全部下车。而在

康新公路站，迪士尼站方向的标识已经

安装完成，因此距离迪士尼乐园，11号线

仅仅“一步之遥”。

秀沿路站规划 3个出入口，目前 3个

出入口全部开放。该站相邻接驳公交站

位于秀沿路上，可从车站2号口出站步行

约 7分钟左右。康新公路站规划 2个出

入口，目前全部开放。从车站2号口到最

近的接驳公交站秀浦路康新路站步行约

3分钟左右。

据了解，浦东南汇公交公司提前做

好公交配套，自 12月 19日起，龙惠专线

增设双向停靠的“秀沿路地铁站”站点，

方便市民出行和游玩的换乘。龙惠专线

原有站点“秀沿路跃进路”、“秀沿路环桥

路”在换乘轨交 11号线时需要步行较远

距离，增加新站点后，乘客换乘仅需步行

50 多米，大幅缩短换乘距离，为沿途乘

客，特别是秀沿路上“亲和源老年公寓”

的居民换乘出行提供方便。同时，也方

便市民购物办事和迪士尼游玩的换乘出

行。增设站点后，该线营运班次和首末

班时间保持不变。

轨交 13号线新线段（长寿路站-世

博大道站）段开通，新线段共设 9 座车

站。由于该线纵向串连起市中心多个繁

华商业区，设计者打破常规，结合每座车

站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精心打造出富

有上海特征、上海风格的车站装饰，形成

了一站一特色的文化地标。

世博大道站继世博会闭幕后重新启

用，在装饰上突出了世博会的元素。由

于该站地处世博地区的西侧，双休日的

客流相对较少。然而，即便乘客不多，但

浦东公交部门也及时配套公交线路。从

上周六起，浦东上南公交公司陆续配套2
条穿梭巴士，其中1098路延时调整，每天

运营；1118路为新辟线路，以方便世博附

近上班族通勤，工作日运营。

具体方案为：1098路自12月20日起

延时并调整。该线起讫站塘子泾路国展

路首末班车时间由 8:00-18：00调整为 6:
00-23:10，并对中途走向进行调整，增设

了长青北路国展路站、塘子泾路博成路站

等2个站点，撤销雪野路长青北路站。

1118路从12月21日起开通。该线起

讫站为长青北路博成路至沂南路雪野路，

首末班车时间为 7:30-8:00，中途设世博

大道高科西路、雪野路华丰路和房产大厦

（临时）站。该线双休日停运，票价1元。

周浦助动车防盗芯片将推广到航头康桥川沙

物联网防盗雷达率先覆盖浦东中部

谁来支付巨额
搜寻打捞费用？
上海海事法院调解一起
海难救助纠纷案

浦东法院助力“三违”整治

合庆镇最大违法
建筑地块被拆除

帮助失眠者拥有一个好梦
南汇精神卫生中心开设睡眠障碍科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日前，位于曹路镇的浦东复旦附中

分校与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浦东复旦附中分校校长郑

方贤介绍，未来，浦东复旦附中分校将与

意大利相关学校建立教学、互访等校际

合作，不定期组织学生赴意大利相关院

校进行访学。同时，意方将选派符合国

内任教资质的意大利语言、艺术及专业

老师为浦东复旦附中分校学生授课。分

校也将不定期选派一定数量的优秀教师

赴意大利相关院校进行访学。

教育国际化是当前世界各国教育发

展的普遍趋势，通过国际交流合作培养

青年学生国际化视野是有效途径之一。

此前，借助复旦附中的平台，浦东复旦附

中分校曾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法国、瑞典、新加坡等国友好学校展

开互访交流。去年11月，浦东复旦附中

分校与瑞典斯德哥尔摩省卢德贝克学校

签署友好学校协议。

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是由意大

利政府官方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机

构，基于2014年中意两国领导人签署的

中意标准化战略合作文件，协会以推动

意大利文化、教育、科学发展为宗旨，旨

在促进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在教育领域、

企业系统、政府机构和相关社团间的良

好合作关系。

郑方贤透露，希望通过与海外学校

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开阔学生视野，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同时，探索现代高中教

育改革，探索个性化培养的现代高中教

育模式。

浦东复旦附中分校
与意方交流合作

轨交线路新延伸段“三线齐发”
迪士尼乐园“一步之遥”公交线路同步配套

康新公路站为目前11号线终点站，乘客到此站须全部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