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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五一小长假前后，上海市第二届市民

运动会进入高潮，浦东新区第五届“笛波

杯”中老年门球邀请赛、2016年“麦田云

金服杯”象棋公开赛等比赛先后举行，吸

引了新区300多名门球、象棋爱好者前来

参赛。两项赛事均得到了社会企业的大

力资助，良好的运作机制、完善的服务平

台，获得了运动员的称赞。

来自川沙新镇、三林镇、宣桥镇、合庆

镇、航头镇、祝桥镇等街镇的24支门球队

共 220余人到祝桥江镇社区参加了本届

“笛波杯”中老年门球赛。据悉，笛波人力

资源有限公司已是第五次对中老年门球

活动进行资助。江镇社区一直致力于为

中老年人门球健身创造更好的条件，新扩

建的8片门球场地将在年内落成开放，力

争把江镇社区建成门球之乡。

“麦田云金服杯”象棋公开赛采用2011
年中国象棋竞赛规程，共进行了两天9个轮

回的竞争，前32名的选手获得了奖金和荣

誉证书。比赛由上海麦田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冠名，这是一家总部设在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专注于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高效、

安全的综合性金融资产交易服务的企业。

上海麦田表示要弘扬象棋文化，为广大棋

友搭建平台，促进象棋文化发展。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上海市第二届市民运动会浦东

新区百队千人中老年门球交流赛决赛在

高东镇门球主题公园落幕，来自全区 14
个镇 48支门球队的 376名中老年门球队

员和近 40余名裁判员、工作人员等参加

了本次比赛。

在上海市老年基金会浦东新区分会

的资助下，浦东新区开展老年人门球健身

普及活动已有4年，举办百队千人门球交

流活动也已进入第三个年头。4年的普及

活动已让门球成为浦东老年人开展健身

的主要项目之一。本次活动共有187个村

居委门球队近1500多人分别参加了南汇

新城、高东、三林、祝桥等四个赛区的预

赛，48支门球队通过厮杀进入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浦东新区合庆镇残联

门球队也参加了此次交流赛，并进入决

赛。该门球队是浦东唯一由残疾人组建的

一支门球队，组队两年来其自强不息的精

神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门球爱好者。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日前，浦东城管世博中队牵头，联合

水务执法大队、世博辖区相关管理单位、

社会监督员等共同参与，对世博园辖区开

展城市管理联合执法检查活动。

今年3月1日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

于扩大浦东新区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

行政处罚权范围的决定》正式实施，涉及

环境保护、房屋管理、地下空间安全、土地

管理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集中在浦

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执法项目增加，管理要求提高，这些都

“倒逼”浦东城管执法创新管理监督方式。

为此，世博中队逐步推进联合执法新常

态。此次联合执法检查主要采取前期走访

检查、策划活动方案、全面开展检查、总结

记录台账的模式，对辖区内有关违规搭建、

户外广告、餐厨垃圾及餐厨废弃油脂、水务

等相关执法事项进行了联合抽查走访。同

时，针对辖区内涉及到的违规搭建、未建立

规范的餐厨废弃油脂记录台账等相关执法

对象进行登记备案，以备事后立案查处。

世博中队负责人表示，联合执法将凝

聚多方力量，对辖区内进行全面检查，督

促商户经营规范化；多方面联合把关，确

保世博园区内的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据悉，世博中队还将继续通过召开管

治联动会议、联合执法单位综合检查、邀

请社会监督员参与等形式，在优化执法资

源的同时，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城市管理

中来，形成联合执法与管理监督新格局。

由浦东新区南汇博物馆、佳木斯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北国雅韵——清代满族服饰馆藏文物精品展”正在南汇博物馆展出。
展览展出的几十件佳木斯市博物馆馆藏的精品服饰，包括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满族服饰旗袍、坎肩、马褂等日常穿着的衣服、鞋

子以及饰品。作为主要展品的服饰类，既有贵族官员服饰，又有普通民众的服饰，完整地展现了满族服饰的民族特点和民族性格的神
韵，让观众领略到北国特有的文化韵味。据了解，此次展览是继浦东新区南汇博物馆与佳木斯市博物馆共同主办《俄罗斯油画精品
展》之后又一合作，双方在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后每年都将进行展览方面的交流。“北国雅韵——清代满族服饰馆藏文物精品展”即是
双方2016年的合作成果之一，展览为期1个月，将于5月31日结束。

图为市民兴致勃勃地参观展览。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浦东报道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20集团军

60旅政委周林一行来到浦东“寻根”，并

与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建立了联系。

4月29日，一场特殊的座谈会在惠南

镇召开。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向远道

而来的 60旅一行表达了诚挚的欢迎，并

邀请了革命前辈周大根之子周到等一批

浦东新四军革命老战士后辈，与 60旅的

同志共同畅谈历史，缅怀革命先辈。

第 20集团军 60旅与浦东渊源颇深。

1949年 2月，华东野战军第 1纵 3师改编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第60师。该师

前身，正是于浦东发端的新四军浙东游击

纵队。传承了先辈的革命精神，第 20军

第 60师骁勇善战。1950年 11月，改称中

国人民志愿军第 60师入朝参战，随即参

加了第二、五次战役，全师先后共伤亡 1
万余人，其中牺牲营团干部12人，连以下

干部战士2600余人。

1952年，回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60师恢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师番

号。1955年，与华东军区海、空军共同参

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成为全军唯一的参

加过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部队。1985年

改称陆军第 20集团军步兵第 60师，1998
年9月缩编为摩托化步兵第60旅，也是当

年济南军区第一支奉命参加抗洪的部队。

“60旅是脱胎于浦东的，作为一个老

兵，能回到先辈最初征战的地方寻根，内心

十分激动。”20军60旅原政委林积昌说。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金卫国说：“60旅

的寻根之旅不寻常，一来这是铭记历史的

行为，二来表达一种感恩的心情。我们在

享受当下幸福生活的时候，不能忘记为祖

国作出牺牲和奉献的一代又一代人。”

第20集团军60旅与浦东新四军历史

研究会将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双方将在历

史研究、革命精神传承等方面开展合作。

■本报记者 龚舜琦 浦东报道

在母亲节、父亲节即将到来之际，为

呼吁大众感恩父母，关注父母牙齿健康问

题，日前由摩尔齿科联合康析（上海）健康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启动的“关注牙缺

失老人健康 大型健康管理公益行”活动

在本市举行。

牙齿不单是门面，也可能影响着身体

的健康。牙缺失所带来的危害甚至有可

能影响发音功能，也有可能导致咀嚼功能

减退，从而引起龋齿及牙周病等，所以应

该被重视起来。即日起通过公益救助热

线：4006789969，面向社会征集万名牙缺

失老人，特邀康析公司营养专家对其进行

健康管理，并由摩尔齿科进行微创手术治

疗的救助服务。

在日前的启动仪式上，摩尔齿科董事

长王三矛表示，摩尔齿科将以此次公益活

动为新起点，继续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

医疗质量为核心、以市场为重心的发展原

则，将继续加大公益活动投入的力度，为

广大市民提供更优质的口腔医疗服务。

康析（上海）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刚表示，将以此次行动传递健康

保健理念，把科学前沿的营养保健技术及

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蒲恭轩 浦东报道

在上海的众多地标区域中，小陆家嘴

的人气历来居于前列。今年“五一”，上海

中心大厦启动分步试运营，小陆家嘴区域

更是人气爆棚。客流蜂拥而至的小长假，

人车流如何管理？昨日，浦东公安分局陆

家嘴治安派出所分享了探索三年的全警

管理交通模式。据悉，他们的创新做法在

今年的交通大整治中已在全市得到推广。

要管好人更要管好车

陆家嘴治安派出所是全市唯一一个有

“白帽子”（交警）的派出所，该派出所所长

张翼飞说，“与外滩等区域不同，小陆家嘴

的大客流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交通管理，不

仅要管好人，更要管好车。”

5月1日，小陆家嘴的瞬时人流一直在

8 万到 10 万人上下徘徊。东方明珠电视

塔、海洋水族馆、正大广场周边成为大客流

集中区域。在通往东方明珠电视塔的丰和

路路口，交警山华一刻不停地指挥引导旅

游大巴左转，沿陆家嘴西路、富城路、明珠

塔路到丰和路，下客后迅速驶离。“如果让

大巴车直接驶入丰和路再开出，这些大巴

必然要原地掉头，分分钟把路就堵上了。”

山华介绍，现在大巴走这样一个环，下客后

开到专辟的停车场停靠，等游客游玩结束

再来接人，人、车流没有对冲，整个环上的

马路都顺了起来。

疏导好车流的同时，考虑到人流量大，

尤其在丰和路上很多行人被挤到机动车道

上行走，警方干脆通过硬隔离设施，将三根

车道让出一根给行人。记者在现场看到，

尽管人车流都非常大，但由于管理得当，整

个陆家嘴环路周边始终秩序较好。谁也无

法想象，就在同一个区域，这里的节假日曾

因乱停车寸步难行。

交警进驻派出所

眼下正在进行的交通大整治，全警治

理交通的模式正在形成。早在 3年前，浦

东警方已经开始了相关探索。这种探索始

于小陆家嘴区域的交通乱象治理。

“当时，从浦东滨江到东方明珠，短短

几百米的路，开车却要半小时，因为丰和路

沿线停满了旅游大巴，占据了正常的行车

道路。”张翼飞回忆，因为丰和路被停靠的

大巴堵死，一到节假日，派出所民警就经常

接到大量“110”报警。民警们一次次拿着

高音喇叭赶到现场协调，指挥大巴让出通

道。道路通畅了，但民警却被投诉了。

“为什么不处罚这些乱停车的大巴？”

很多车主对此产生质疑。原因很简单，因

为作为派出所的民警，并没有处罚权，对违

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只能教育、劝阻。

经浦东公安分局研究，浦东交警支

队二大队的 12名交警借调至陆家嘴治安

派出所，参与陆家嘴地区的交通管理工

作。试行一年后，因管理成效显著，这 12
名交警正式成为陆家嘴治安派出所的成

员。

授权巡逻民警开单执法

交警进驻派出所后，开始对违法停

车顽症展开排摸，发现陆家嘴区域违停

的车子主要有 3 类：各类旅游大巴，接送

公司老总的车子，接送购物、逛街家人的

私家车。

要保证道路交通的畅通，必须做到有

堵有疏。“考虑到很多游客要乘大巴到东方

明珠等景点，必须让这些车辆有临时停靠

和泊车的地方，大车一旦乱停，必然导致交

通拥堵。”张翼飞介绍，警方会同陆家嘴金

融贸易中心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旅游景

点单位制定了高峰保障方案，开辟了大巴

专用停车位，制作停车位示意图，安排专人

在旅游团下客点，发放停车示意图小卡片，

较好解决了大巴无序停放问题。

随后，陆家嘴派出所又对辖区内的停

车资源进行了调研，建立了陆家嘴区域停

车引导系统，并针对违法停车现象开展严

格执法。除了加装大量电子警察之外，为

弥补12名交警执法力量的不足，浦东公安

分局再次创新，授权巡逻民警开单执法。

这些做法，在今年的交通大整治中已在全

市得到推广。

■记者 司春杰 实习生 孟淑婷

日前，中泰企业家贸易对接洽谈会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当天，参

加第三十届中国国际塑料橡胶工业展

览会的100多家泰国企业和一些中国

展商，现场进行了贸易洽谈，并对中国

产的注塑机等设备表示了购买意向。

在此次洽谈会上，2016APLAS（泰

国）东盟国际塑料展组委会主席

Suchant 透露：2016APLAS （泰国）东

盟国际塑料展将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17日在泰国曼谷举行，将聚集泰

国及其他东盟国家塑胶行业最优质的

采购商参与盛会，同时泰国投资促进

委员会将在企业所得税、机械设备进

口税、原材料进口税等方面给予投资

者相应的优惠政策，为国际企业开拓

泰国市场打造最专业的贸易平台。

据承办此次洽谈会的上海睦邻展

览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自1975年中

泰正式建交到2013年，中泰两国贸易

额从 2600万美元增长到 700亿美元，

相当于在 38 年的时间里增长了近

2700倍。

浦东探索全警管理交通模式见成效
派出所里有交警 创新做法在今年的交通大整治中推广至全市

清代满族服饰文物展现北国雅韵

中泰贸易对接
洽谈会举行
两国贸易额
38年增长近2700倍

上海市第二届市民运动会进入高潮

社会企业积极支持市民运动会

浦东百队千人中老年门球赛落幕

创新管理监督方式

城管世博中队推进联合执法检查

畅谈历史 缅怀先辈

第20集团军60旅“寻根”浦东

健康管理公益行关注父母牙齿健康

面向社会征集万名牙缺失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