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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11 月 4 日下午放学时段，黑松路上

的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校门口道路两边

私家车依次排开，家长志愿者正在轮岗

指挥。这是浦东警方开展警校合作疏导

校园周边交通的又一个新尝试，家委会

志愿者对校门口接送车辆开展疏导，浦

东警方开辟规定时段指定车道的停车

位，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下，方便学

生家长接送孩子。

据悉，上海实验东校现有 2800余名

学生，早晚高峰时，约有一半家长选择开

车接送孩子，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的家长，

这一比例超过六成。曾经，每至早晚接

送高峰，学校周边的违停情况十分普遍，

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道路通行。

浦东交警部门经过走访调查，发现

一些驾车接送孩子的家长即便发现校门

口车辆停放已满，依旧继续“泊”在校门

前，造成了该区域的拥堵。浦东交警部

门与学校沟通，针对此情况，学校首先对

学生放学时间由低到高进行了错峰安

排，降低校门口停车数量。

浦东交警部门还积极开辟了停车区

域，针对工作日期间上下午的接送高

峰，浦东交警部门划设了周一至周五上

午、下午的具体停车时段，将双向四车

道的黑松路在各个方向分别开辟出一

条车道专门用于停放接送车辆，单排可

停放 60余辆车，基本满足了家长的接送

孩子的停车需求。

交警部门还安排警力进行车辆疏

导，学校积极配合，在家委会成员中成立

了交通护校志愿者，配合民警在校门口

开展交通疏导。同时，每年新生入学后

就对家长进行交通安全、文明接送的专

门培训。对于家长在接送中发生的违停

或不文明行为，志愿者发现后予以登记，

由学校及时沟通。通过文字信件由学生

带回家告知家长核实沟通。

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校长助理康逸

红介绍，校门口家长们接送孩子的无

序状态，逐步得到改善与规范。家委会

的米晓军介绍，志愿者团队有 120 余名

成员，他们风雨无阻分成多个班次每天

维护校门口的秩序，并根据实际接送情

况配合警方不断调整。

志愿者宋先生参与护校3年多，他介

绍，同过去相比路况通畅了很多。“刚开

始的时候，学生家长还需要志愿者专门

沟通才会配合，如今几乎所有开车家长

都会配合家长志愿者的指挥。”

记者了解到，浦东警方近期投入全

新的电子警察监控设备。黑松路上临时

停车路段上，如果有“任性”车辆在用于

通行的 2根车道上“泊车”，电子警察将

对其进行抓拍，由民警人工再进行复核

并予处罚，从而更进一步完善了周边交

通通畅。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11月4日，2016创新创业大赛第二

期团队组生物医药类在晟唐创业分赛点

开赛。26个项目在晟唐孵化器内将经专

家现场评审打分，最终决定晋级与否。

赛场在一间会议室中，桌子一侧坐

着3位评委，他们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

专家、投资专家。参赛项目团队进行了

创业项目、团队、进展和未来情况介绍。

记者了解到，团队组科技创业项目

是依托科技成果或特定技术，已形成较

为完善的创业商务计划，但尚未注册成

立企业以创业者个人或团队形式创业

的项目。团队组科技创业项目由科技

创业苗圃提供预孵化服务，通过大赛的

形式按照相关评审指标进行现场打分

评选后，优胜项目或可获得立项支持。

■记者 蔡丽萍 通讯员 倪丽 浦东报道

继迎来首头熊猫宝宝“花生”之后，11
月 4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上海野

生动物园基地又迎来“龙凤胎”熊猫宝宝

满月。当天，工作人员对它们进行了满月

体检，小家伙们四肢有力，各项成长指标

状况良好，是一对充满活力的大熊猫“兄

妹”。

今年5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上海基地”落户上海野生动物园，主要聚焦

繁殖、展示、公众教育、科学研究等功能。7
月，大熊猫“帼帼”产下上海首头熊猫宝宝

“花生”。而在 10月 4日上午，待产中的大

熊猫“优优”开始出现烦躁不安、倚墙站立

走动等明显的产前行为。同日下午4时30
分，“优优”产下“哥哥”，16分钟后，“妹妹”

出生，“优优”顺利产下了“龙凤胎”熊猫宝

宝。

11月4日，“龙凤胎”熊猫宝宝满月，饲

养员趁熊猫妈妈“洗漱”的时候将兄妹俩抱

进了育婴室，这是“兄妹”自出生以来的首

次“见面”，也是它们第一次同住在一张婴

儿床里。工作人员随即对它们进行了满月

体检，大宝的体重增至 1350克，二宝的体

重达1168克。目前，兄妹俩的眼睛及耳朵

的部位都已经长出黑毛，“熊猫眼”已成型，

圆嘟嘟的身体，不时地扭动几下，憨态可掬

的样子讨人欢喜。

据饲养员介绍，在野外出生的双胞胎

熊猫宝宝，大熊猫妈妈通常会忽视或拒绝

较弱的一只，选择较强壮的一只进行哺育，

这是它们的繁育策略，这样能保证一个宝

宝的成活率。10月 4日“优优”在待产室

顺利分娩出熊猫宝宝后，立刻俯身将熊猫

宝宝从地上“抱”起，拥入怀中，开始了自然

哺育的过程。然而十几分钟后“优优”又产

下了一头幼崽，但“优优”仍然选择先前出

生的一只进行哺育。为了保证了两只熊猫

宝宝同时成活，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二宝

抱出进行人工哺育。

由于二宝出生时体况较差，工作人员

24小时对其进行监控与护理。经过 10天

哺育后，二宝情况处于稳定状态。期间，工

作人员在第五天时将 2 头幼崽进行了对

换，二宝由母亲“优优”哺育，大宝取出人工

哺育。随着熊猫双胞胎的长大，目前 2头

大熊猫幼崽都是采用母乳哺育。据悉，这

是上海野生动物园首次采用人工育幼及换

崽技术。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11月 5日，“大地芳菲”2016浦东新

区群文创作节目汇演在浦东文化艺术指

导中心惠南分中心拉开帷幕。在四天的

汇演中，各街镇选送的 60多个文艺节目

将轮番上演，涵盖舞蹈、音乐、曲艺、戏剧

四大门类，展现年度浦东群文舞台艺术

的创作成果。

在首日的舞蹈汇演中，浦东新区老

龄文化艺术团演绎的《女人如花》，展现

一出兼具怀旧与时尚的海派旗袍秀；花

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选送的《踏鼓翾

歌》，由退休老人组成的舞蹈队全员身着

汉服，奉献了古典韵味十足的鼓舞；南汇

新城镇文化服务中心的节目《海魂》，演

员全部为在校学生，洋溢着朝气并展现

出当地的海洋文化；三林镇文化服务中

心选送的《土布传奇》，则极具创意地将

三林非遗——标布融入到舞蹈中，地域

民俗特色浓郁。

为了保证汇演评审工作的公平公

正，今年除继续邀请专业评委外，参演节

目所属的街镇群文干部，也加入到所在

场次的评审环节中。专业评委与群文干

部的评分将按比例相加，以更好地选出

反映浦东创作水平的优秀节目。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11月3日的浦东机场，飞机起降、人来

人往的繁忙景象之间，却上演了一场“生死

时速”般的急救故事。一名旅客在机场航

站楼内心跳、呼吸骤停，却被机场急救医生

神奇“复活”。

当日晚 6点半许，一名美籍旅客在浦

东机场T1候机楼 15号廊桥处突然晕倒，

急需救治。接到出诊指令的浦东机场T1
急救站医护人员迅疾出诊，于 5分钟后赶

到现场。经初步检查发现，该旅客已经丧

失意识，心跳、呼吸停止，脉搏消失，情况万

分危急。

时间就是生命，出诊医务人员李荣

峰、王丹洁、徐洁临危不乱，立即展开抢

救，采用开放气道、胸外按压、建立静脉

通道、推注药物、心电除颤等一系列急救

措施，紧紧抓住抢救的“黄金时间”，持续

进行心肺复苏。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现场异常安静，

大家屏气凝神都在关注着患者的状况和

医护人员的救治。

终于，经过医务人员积极救治，在两次

心电除颤后，患者逐渐有了反应，情况开始

好转，心跳、呼吸和脉搏开始恢复，意识逐

渐清醒，紧急抢救成功，终于将这名旅客从

“鬼门关”拉了回来。

旅客意识恢复后，为防止再一次出现

意外，医护人员立即护送患者转院，并在途

中密切观察病情，及时将患者转送至浦东

新区人民医院进一步救治。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昨日，浦东新区“文明旅游进社区”广

场咨询会下半年活动在联洋广场举行。

旅游线路优惠、景点特色推介、提高市民

游客的关注度……上海科技馆、上海野生

动物园、航海博物馆、东方明珠、途牛、上

航假期、金茂大厦 88 层观光厅、书院人

家、星期 8小镇等 26家旅游企业围绕惠民

利民主题，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推出多项优惠举措。

本次活动是在区文明办、区商务委（旅

游局）的支持和指导下，由区旅游会展服务

中心主办的。在活动现场，各旅游企业就

市民游客关心的节假日、旅游活动、旅游合

同签订、旅游安全防范及旅游投诉等热点

问题进行解答。同时，本次活动开展的产

品推介、旅游分享、亲子互动、爱心捐赠等，

吸引了市民游客的积极参与。

据介绍，活动主办方旨在通过开展

形式多样的现场活动，宣传“文明旅游、

诚信经营、理性消费、合理维权”的理念，

推进浦东旅游企业惠民生活动，增强浦

东旅游行业与社区居民的良好互动，从

而进一步提升浦东旅游行业的整体形

象。

《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情况介绍（一）

一、背景情况
本市历来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

安全管理工作。2006 年，市政府制定

出台《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

法》，明确了监管部门的职责分工，并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使用、

运输和废弃处置六大环节做了具体规

定。《办法》实施十年来，对于提高本市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水平，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面临一

些新情况、新问题，有必要对《办法》作

进一步完善：

一是上位法已作了较大调整。国家

层面，《安全生产法》和《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分别于2014年和2013年作了

修订，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使用、

运输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本市层面，

2012年，市人大常委会修订了《上海市

安全生产条例》，对本市危险化学品安全

监管提出了“统一规划、合理布局、严格

控制”的要求，确立了区域管理、产业管

理、目录管理的制度框架。《办法》有必要

根据上位法作相应调整。

浦东警校合作整治违停

让校门口车辆依次流动起来

“龙凤胎”大熊猫宝宝满月

“大地芳菲”群文创作汇演启动

演员们在舞蹈汇演中的表演，肢体语言丰富、充满活力。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进一步提升浦东旅游行业整体形象

“文明旅游进社区”咨询会举行

浦东机场医务人员
急救心跳呼吸骤停旅客

生物医药团队浦东比拼创业项目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浦东报道

11月 4日，大型原创沪剧《情与法》

连演50场祝贺演出在新场镇举行。

该剧讲述了一位女检察长面对个人

恩怨，不忘神圣使命的曲折故事，由剧作

家胡永其编剧，上海沪剧院青年团团长

洪立勇导演兼作曲。目前，该剧已在浦

东、闵行等区演出了 52场，近期还将到

江苏苏州、太仓等地演出。

《情与法》由上海市戏剧家协会、浦

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等为指导单

位，新场镇文化服务中心、上海海梅艺术

团共同推出，旨在通过塑造文艺舞台上

的生动形象，宣扬崇德向善的正能量，开

展普法教育和“两学一做”党风教育。

上海海梅艺术团是落户新场的民

营沪剧团之一。新场镇文化服务中心

主任胡晓英介绍，近年来，沪剧受到越

来越多老年群众的欢迎，中心也与多家

民营剧团开展合作，未来将为居民带来

更多好戏。

原创沪剧《情与法》
连演50场

比赛中，参赛项目团队进行情况介绍。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