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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静）2017“浦东新区

环境教育基地校园行”活动日前来到浦东

南路小学。浦东新区 16家环境教育基地

的专业团队各展所长，为孩子们带去了丰

富多彩的“环保课”。

“校园行”活动上，环境教育基地围绕

水环境保护、湿地生态保护、电子废弃物

回收利用、海洋环保、垃圾分类等主题，通

过PPT展示、实物展示、环保小实验、互动

游戏、知识问答等形式，积极传播环保知

识和生态文明理念。

据了解，自 2005 年以来，区环保市

容局积极挖掘专业环保机构、展览馆、

学校、街镇、乡村、企业等社会各界的

环境教育资源，共探索建立了 16 家环

境教育基地。其中，国家级环境教育基

地两家、市级环境教育基地 1 家、区级

环境教育基地 13 家。此次“校园行”来

到科技特色学校——浦东南路小学，为

该校学生带去了丰富的环保知识和环

保实践。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丁宏

奇）“前几天还在庆幸自己逃对了呐，”说

这话的是一个周姓青年男子：“没想到还

是被你们查到了。”日前，周某驾驶一辆无

牌电动自行车撞倒一位行人后，为逃避法

律的制裁，竟选择一逃了之。浦东交警支

队事故审理大队连续奋战 17 天，最终将

涉案人周某抓获归案。

10 月 22 日晚 9 时 54 分许，周某驾驶

一辆电动自行车，在杨高中路南侧非机动

车道内由东向西一路逆向行驶。当行驶

到距离民生路口约 200米处，周某感到突

然撞上什么，随之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爬

起来后，发现地上躺着个人。周某问了问

地上躺着的人：“你没事吧？”见没回应，他

又赶紧接上一句：“没事，那我走啦。”被撞

倒地的是名学生，事故造成其下肢多处软

组织挫伤。

浦东交警支队二大队巡逻和大队事

故组值班民警接到出警指令后，迅速赶到

现场。一位目击证人描述：肇事的电动自

行车是逆向冲过来的，无牌照。骑车的是

一名戴眼镜的青年男子。伤者无法提供

更多信息。民警在现场未发现任何遗落

物。

民警决定从案发现场前后路口的监

控视频图像中寻找突破口。调出电动自

行车图像资料后，民警根据“逆向”“无

牌”“眼镜男”3 个关键词，很快锁定一疑

似目标。“眼镜男”驾驶电动自行车离开

杨高中路进入芳甸路，不久，又通过桃林

路重新进入杨高中路，并在世纪大道环

岛附近消失。办案人员进一步在监控视

频中搜寻，终于发现体貌特征相符合的

目标，曾经在地铁 9号线杨高中路站 1号

出口，接到一名女子并送到丁香路芳甸

路口。

办案人员精神一振：找到这名女子，

就有办法快速侦破此案。

通过超大工作量的调查，办案人员成

功找到了该女子。然而，女子与“眼镜男”

的关系仅仅缘于一次“交易”。“眼镜男”是

一个从事非法拉客的“黑车”驾驶人。

通过案情分析，办案人员决定以“黑

车”为突破口，安排人员守候伏击。11月

7日晚 6时许，地铁 9号线杨高中路站外，

当“眼镜男”与一位行人谈妥价钱准备离

开时，被在此守候的民警当场控制。

到案后，“眼镜男”周某对 10月 22日

晚交通肇事后当场逃逸的违法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本报讯（记者 黄静）青年是创新创

业的主体力量，是浦东改革发展的排头

兵和先行者。近日，以“唱响浦东科创

Style”为主题的 2017 年第六届“创业浦

东”全球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雏鹰组和雄

鹰组的“8 强”在中华艺术宫进行决赛比

拼，在路演环节中决出了最终的冠军。

据了解，大赛从今年9月18日正式启

动，从项目征集、初步筛选到初赛、复赛、

决赛，历时两个月，共有 290个团队报名

参赛。进入决赛的两组的“8 强”将项目

重点聚焦在医疗健康、智能制造、文化创

意、共享经济等热门领域，与浦东正在着

力发展的相关产业相契合，有助于浦东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

心功能区。

其中，雄鹰组项目的决赛角逐异常

激烈，很多项目比较成熟，极具潜力和投

资价值，例如新型波浪能驱动的长航时

海洋无人移动观测机器人系统开发、门

店服务零工平台APP——“爱零工”、“十

万少年漫游世界十大博物馆”直播技术，

将虚拟 3D 动画模型自然地贴合在真实

场景里，让学习和娱乐变得有趣的多人

互动系统等。

路演现场，雏鹰组项目的表现也值

得点赞。例如，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帮助

医生提高影像诊断效率及准确率的复旦

复生——医疗影像云平台智能诊断系

统；通过区块链加物联网实现社区支持

农业的聚田无人店；建立河蟹生态养殖

模式技术体系的海旭可追溯高品质大闸

蟹……每个项目均展示了在技术上的自

主创新能力，也对技术的可行性及未来

的市场前景表示了极大的信心。

据悉，最终的赢家将在12月7日的颁

奖典礼上揭晓。主办方希望，大赛不仅

能征集到一大批有科技含量的创新项

目，更能达到“以赛育人”的效果，为浦东

二次创业积蓄后备力量。

6年来，“创业浦东”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的社会关注度和响应程度与日俱增。

每年都有来自海内外的上千个创业团队

和项目在比赛中进行激烈角逐，项目类

别逐步扩大，并向新兴产业倾斜，涉及现

代服务、移动互联网、文化创意、大健康

与医疗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

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涌现出了一大批

优秀的创业青年和创业项目。

本届大赛由浦东团区委、区委组织

部、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区知识产权

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主办。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大芦线航道

整治二期工程、赵家沟东段航道整治工

程、平申线上海段航道整治一期工程、长

湖申线上海段航道整治工程……记者近

日从本市交通管理部门获悉，内河航道整

治正加快实施，其中大芦线航道整治二期

工程跨航道桥梁中，今年将有 6 座桥通

车，4座桥结构贯通。

大芦线航道位于浦东东南部，起于

黄浦江，止于芦潮港内河集装箱港区同

盛大道，由临港新城段和大治河段两部

分组成。据了解，正在建设的大芦线航

道整治二期工程全线新建航道护岸约 45
公里，多个航道标段开始水域疏浚、两岸

防汛通道和绿化建设。全线跨航道桥梁

20座，按照计划，今年将实现大芦线航道

整治二期工程中的新汇路桥、航南路桥、

航都路桥、南叶公路桥、西乐路桥和二团

桥等 6座桥梁通车，杨辉路桥、南芦公路

桥、兴隆桥和南滨公路桥 4 座桥梁实现

贯通，

大芦线经黄浦江可与长湖申线、苏申

外港线、杭申线、平申线等江南水网干线

航道相沟通，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高等级航

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成为沟通

洋山深水港区和相邻省区的集装箱运输

主通道。

据上海城投内河航道建设有限公司

相关人士介绍，通过整治将提高内河航道

的等级，大部分内河航道将达到三级通航

标准，可通航千吨级的船舶，尤其是江浙

一带内河沿线的集装箱可通过水路进出，

成本将大幅降低。

围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和交通

部的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总体推进方案，上

海规划了“一环十射”高等级航道。除了

大芦线，浦东赵家沟东段航道整治工程也

正加紧进行。赵家沟东段航道位于长江

口南岸、浦东新区北部，起于浦东运河、止

于外高桥粮库内河港池，全长 3.08公里，

目前顾曹公路桥已开始主墩承台施工。

据悉，“十三五”期间上海整治建设内

河航道还将新增 76 公里，建成“连接江

浙、对接海港”的环形构架，基本形成与全

球枢纽港地位相匹配的现代化航运集疏

运体系。

本报讯（记者 黄静 通讯员 刘天

林）日前，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浦东上

南公交978路塘口调度室响起。调度员

傅宝赶忙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一阵焦

急的声音：“我刚刚坐978路时把包忘记

在车上，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东西，我急煞

了！怎么办？”

调度员仔细问明情况，原来这位女士

当天从银行取款出来，16时12分在灵岩

南路凌兆路乘上开往龙阳路方向的 978
路，16时44分在浦三路下车。刚走了5分
钟，她忽然发现手中空空如也，原来，自己

装有巨款的购物袋忘在978路公交车上。

傅宝一听着了急。她根据乘客提供

的信息，推测乘客丢失的袋子可能在编

号为“S0L-48”号的车上。她立即与集

调中心联系，让对方向“S0L-48”号车发

送求助信息。“S0L-48”号车驾驶员陈亮

最终发现，原来失主把购物袋放在了座

位的夹缝中。

当陈亮师傅驾驶 978路到达塘口终

点站时，失主双手接过已离开她两个小

时的购物袋，她打开袋子查看里面的物

品：3万元现金一分不少。

本报讯（记者 黄静）近日，由区总工

会主办，区职工文化体育协会、高东镇总

工会、区工人文化宫等单位承办的 2017
“悦与思”上海浦东第三届职工（亲子）读

书会在世纪公园秋园草坪落下帷幕。

自 2015 年起至今，“悦与思”上海浦

东职工（亲子）读书会已成功举办三届。

2017 年的第三届读书会在往届的基础

上，于内容、领域、参与对象、参与途径等

方面都进行了拓展。从今年 3月起，“学

做家长”职工亲子讲堂、“暖心课堂”医务

工会暑期专场、“四季悦读”线上读书论

坛、“成长的足迹”职工亲子读书故事分享

会四大板块共开展 20余场活动，覆盖职

工2000余人次。

“悦与思”职工（亲子）读书会是区总

工会服务职工亲子活动需求、提升职工文

化素养，培育、引导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品牌项目。下一步，区总工会

将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持续打造以“悦

与思”为代表的职工文化服务品牌，为浦

东职工提供更好的服务。

内河航道整治加快步伐

大芦线年内6座桥通车4座桥贯通

“雏鹰”“雄鹰”用路演秀出双创基因

第六届“创业浦东”
全球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迎来决赛

2017“悦与思”
浦东第三届职工（亲子）读书会收官

浦东南路小学：

环教基地的“课外辅导员”来了

浦东交警侦破“10.22”交通肇事逃逸案

“马大哈”乘客找到三万元失物

2017“悦与思”浦东第三届职工（亲子）读书会上，3台机器人正在回答家长与小朋

友的提问，并为他们点歌。 □徐网林 摄

地球是我家，大家保护它。 □徐网林 摄

人手一卡，争当环保使者，共建美丽家园。 □徐网林 摄 海洋标本展示。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