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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浦东新区工商联召开六

届三次执委会，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会议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把党员干部群众的思

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

聚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

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用党的十九大

精神武装头脑，把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人士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凝聚建设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力量，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会议由浦东新区区委统战部副部长、

工商联党组书记姚琼主持。

会上，党的十九大代表、浦东新区工

商联执委、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

分局企业注册科科长徐敏作了党的十九

大精神宣讲。她深入浅出地对党的十九

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新任务

作了全面、系统、生动的解读。徐敏说，作

为一个“市场监管人”，一定要在党的十九

大精神指引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报告提

出的各项任务要求，踏踏实实地做好手中

每一件事，主动到位地服务好每一户企

业，尽最大努力助推浦东新一轮改革发

展。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

育长、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梅丽红就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

毫不动摇”、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

神、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转变、“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

并作了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主题演讲。

会上，工商联就下一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了具体部署。会议要

求，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首先

要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报告、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及在党的十

九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准确领会把

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想精髓、核心要

义、丰富内涵，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学习好

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非公经济和民营

企业家，要紧扣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两

个毫不动摇”要求，结合《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

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

见》，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突出重点、

抓住关键、找准着力点贯彻落实。

会议指出，要全面准确、深入系统地

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制定学习宣传

方案，加强组织协调，整合多方资源，迅速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用党的十九大

精神指导实践，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代

表人士践行新发展理念，坚守实业，干好

主业，发扬工匠精神，开拓创新、追求卓

越，坚持产业强企、质量立企、品牌兴企的

发展路径，努力谱写浦东民营经济和民营

企业新篇章。 (浦东工商联 张振德)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浦东工商联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本报讯 （记者 徐玲）公益网红“智

能分享冰箱”终于亮相浦东了。和 1.0
版本的冰箱不同，此次投放浦东的冰箱

更为智能，一名志愿者便可“守护”周边

多台冰箱，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服务

人群也将更加精准。

智能分享冰箱和自动售货机相似，

每种食物都有各自的编号，居民在屏幕

上按下自己想要的食品编号，通过刷身

份证或者用微信扫一扫，食物所在的格

子间就会打开，整个过程只需几秒钟便

能完成。在志愿者指导下，巨西居委的

王阿姨领到了一包奥利奥饼干，新奇的

体验让她兴奋不已。绿洲食物银行总

干事张秋霞告诉记者，智能分享冰箱节

约了大量资源，“以往，我们一台分享冰

箱一天需要五六个志愿者维护，把食物

放进去，每来一个领取者，就要做好身

份登记，并在本子上做好领取记录。现

在，冰箱实现智能化，志愿者只需要完

成食物补给，其他的都由冰箱自主运

转。”

记者注意到，与一般的家用冰箱不

同，智能分享冰箱内部更像是一个组合

柜，小到一包饼干，大到 10 斤大米，不

同形状大小的食物都能在冰箱里找到

合适的“格子间”。与街头的自动售货

机相比，智能分享冰箱还有后台食物银

行管理系统。上海淡竹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张立介绍：“我们会有一个

受助群体的数据库，哪些群体可以领取

食物，哪些群体可以一天多次领取，都

可以实现智能化管理。很快，我们的冰

箱将更加智能化，身份证和微信也不需

要，直接‘刷脸’便可领取食物。”

首批亮相浦东的 3 台智能分享冰箱

投放在洋泾街道，分别位于海院居委、

洋泾八九一公益坊以及洋泾诚信示范

街上的“户外职工关怀驿站”。据介绍，

海院居委的冰箱主要服务周边 3个社区

的困难家庭，冰箱里放有爱心企业和个

人捐赠的方便面、饼干、奶茶等食品，居

民可根据需要领取。海院居委主任彭

诚说，智能分享冰箱已在海院试运行了

一段时间，“里面的食物品种多样，距离

保质期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居民们都非

常欢迎。”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任艳萍表示，海院居委多为老旧小区，

困难群体数量众多，“比如因病致贫的

家庭，他们非常希望能获得食物补给。

因此，社区基金会和绿洲公益一起将智

能分享冰箱引入社区，将募集的余量食

物放置在冰箱里，让有需要的人群自助

领取，这就改变了以往的救助方式，既

让那些可能被浪费的食物得到了利用，

又保护了受助者的隐私，扩大了救助

面。我们希望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共

同作用，创新社会救助体系。”

第二台智能分享冰箱放置在八九

一公益坊，除了服务周边社区，还发挥

着宣传和募集捐赠的作用，洋泾地区

离退休知识分子联谊会的志愿者将负

责这台冰箱的管理维护。目前，10 名

志愿者已经就位。第三台分享冰箱计

划 12 月中旬落地，服务人群除了社区

居民，还会辐射到户外职工，同时示范

街上的爱心餐饮企业也会负责冰箱的

运营和食物补给，将智能分享冰箱的

功能发挥到最大化。据了解，“智能分

享冰箱”项目目前已确定将在浦东新

区投放 10 台冰箱，社区弱势群体以及

其他有需求的人群都将被纳入到受益

人群中。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威）

“咦，店门上的把手去哪儿了？”“啊！我们

家的把手也没了。”近日，梅园地区一日内

发生 3起沿街商铺被盗案，经浦东警方全

力侦查，仅 7小时，便将 5个逃窜至外区的

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

11 月 9 日 8 时许，浦东新区梅园新村

派出所陆续接到 3起沿街商铺被盗案，手

法均为破坏店门把手后进入商铺内。不

过，这些蟊贼显然小觑了商家的防盗意识，

经民警现场勘查，很快便在其中一家被盗

商铺监控内发现了这伙犯罪分子的踪影：

只见 5个青年男子分工明确，娴熟地将商

铺玻璃大门上的把手徒手破坏后，堂而皇

之地进店“光顾”。

掌握这伙人员特征后，浦东警方迅速

成立侦查小组，开展追查工作。当日15时

许，浦东警方在闵行区某酒店内将正看着

电视、洗着澡的5个盗窃嫌疑人全部抓获。

经审讯，马某、董某、李某等5人交代：

他们团伙专门寻找仅靠一把环形锁锁住店

门的商铺，通过暴力破坏门把手，实施盗

窃，而商铺的玻璃门也为他们作案前观察

店内情况提供了便利。

警方提示：在商铺不便强化门锁的情

况下，建议商家加强监控等技防手段。这

样，在震慑犯罪分子的同时，也能及时为警

方提供有效线索。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在日前举行

的“2017 上海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发展

创新国际论坛”上，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综

合规划处副处长沈忆程表示，上海将以

公共交通为主导，构建市域线、市区线和

局域线 3个层次、3个 1000公里的轨道交

通网络。目前，上海已编制了《新一轮轨

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7—2025）》，并

已上报国家发改委。该规划主要包括了

3条市域线、4条市区线和两条市区线的

延伸线等 9条线路，总规模 280余公里。

根 据 上 海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6-2040），上海将形成主城区、新城、

新市镇及乡村的城乡规划体系，城市空间

布局将突出交通骨架的引导作用，打造

“枢纽型功能引领、网络化设施支撑、多方

式紧密衔接”的交通网络。在目前新规划

的线路中，21 号线一期将通向包括迪士

尼在内的国际旅游度假区。

据介绍，这 9条线路分别为嘉闵线、

机场联络线、崇明线、19号线、20号线一

期、21 号线一期、23 号线一期、1 号线西

延伸段和 13号线西延伸段。

其中，机场联络线从虹桥枢纽至铁路

东站枢纽，主要服务于虹桥枢纽、三林南、

张江科学城、迪士尼、铁路东站等，全长约

68公里，运行时间约40分钟；崇明线从浦

东金桥至崇明陈家镇，全长约47公里，主

要服务节点包括金桥、曹路、长兴岛、陈家

镇等；19号线从宝山吴淞至闵行华济路，

全长约44公里，通过两次穿越黄浦江，经

过浦东南路、雪野路、济明路一线，南北向

纵贯新区的中心城区；21 号线一期从国

际旅游度假区至东靖路，全长约28公里，

将主要服务迪士尼、张江、金桥等区域；此

外，目前浦东在建的 13号线（二、三期），

未来还将向西延伸，从目前的金运路站延

伸至虹桥国家会展中心。

沈忆程介绍，在未来轨道交通网络

的 3个层次中，市域线包括了城际铁路、

市域铁路和轻轨快线，设计时速可达 100
公里以上，已有的金山铁路、16号线以及

将要通车的 17 号线都列入了市域线的

层次；市区线则包括地铁和轻轨，设计时

速在每小时 60至 80公里；局域线则包括

了现代有轨电车、胶轮系统等中运量交

通工具。

据悉，市域线将主要服务于主城区

与新城及近沪城镇、新城之间的快速、中

长距离路线，并兼顾主要新市镇。目前

市域线规划线路有 21条，其中包括太仓

至四团的沪通铁路以及芦潮港至金山新

城的沪乍铁路。

市区线主要服务高度密集发展的主

城区，满足大运量和高频率的发车需求，

未来将加密浦东地区、黄浦江滨江地区

的网路密度，实现重要交通枢纽、市级中

心之间 30 至 45 分钟内互通可达。市区

线目前规划有 25 条，其中已运营的有 1
至 13号线，规划线路为 19号至 27号线。

局域线主要规划在主城片区以及南

汇、松江、嘉定、青浦等城镇圈，将构建以

中运量轨道和中运量公交等为骨干的局

域公共交通网络，作为大运量快速轨道

交通的补充和接驳，包括目前在建的松

江有轨电车、奉贤南桥新城至东方体育

中心的 BRT 线以及已投运的 71 路中运

量公交等。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于筱

晴）近日，浦东多个居民小区内发生电动

自行车电瓶被盗案件。浦东警方接报后，

迅速成立专案组开展走访调查，经连夜守

候伏击，成功将两蟊贼抓获归案。

11月 10日清晨 5时，住在浦东上浦路

一小区的张大伯像往常一样早起，准备骑

着电瓶车去买早点，当走近小区停车棚铁

门时，他惊讶地发现，原先紧闭的门锁已

掉落在地，棚内数辆电瓶车横七竖八地倒

在地，电瓶已不翼而飞。张大伯见状立即

拨打110报警。

民警在现场经仔细勘查后发现，该案

作案手法与同日其他小区发生的电瓶车

电瓶盗窃案雷同。在案件串并后，警方迅

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11月13日，侦查

员获悉一条重要线索——嫌疑人可能将

赃物藏匿在济阳路近三林路一处绿化带

内，待白天时再返回收集后进行销赃。

具有丰富破案经验的侦查员明白：

“他们迟早会回来的，并且会继续作案。”

在研究抓捕方案后，专案组在几个重要的

路口布置了警力，开展守候伏击。

11 月 13 日晚，侦查员静待嫌疑人出

现。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次日凌晨4时，天

已下起小雨，抓捕小组的电台中终于响起

他们苦苦等待的那句话——“发现目

标。”四路人马同时包抄，将两个骑电瓶车

的嫌疑人团团围住。此时，嫌疑人电瓶车

上仍放有3组刚刚盗窃的电瓶，人赃俱获，

嫌疑人无可辩驳地束手就擒。

经审讯，嫌疑人陶某、封某对盗窃多

起电瓶车电瓶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

前，两人已因涉嫌盗窃罪被浦东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扫扫微信便可领取余量食物 未来可实现“刷脸”领取

首批智能分享冰箱亮相浦东

进出迪士尼还将有21号线

本市未来形成3个层次轨道交通网络

消失的门把手去了哪儿

浦东警方破获系列
沿街商铺被盗案

蟊贼盗窃电瓶藏匿草丛

浦东警方彻夜蹲守
瓮中捉鳖

海院居委的居民们正兴致勃勃地研究着智能分享冰箱。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