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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浦兴路街道慈善公益联合

捐活动之一——“证二居民区家门口服

务系列之迎新义卖”活动12月16日上午

在证大三期喷水广场举办。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证二居民区

慈善公益联合捐活动首次尝试让“公益

小达人”唱主角，来自东方青少年培训中

心证大教学点的“公益小达人”们准备了

书籍、玩具、糖果等义卖品，顶着寒风热

情义卖，吸引了众多热心公益的居民。

近两个小时的义卖共募得善款 527.41
元。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孩子们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学会感

恩，学会回馈社会，也希望通过孩子们的

爱心和努力，让更多有志之士参与到慈

善公益活动中来。

（朱瑛骏 王剑春）

““公益小达人公益小达人””助力慈善公益联合捐助力慈善公益联合捐

12月16日，“修憩心灵 吉庆平安”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第二届艺术展正式开幕。浦东3位著名书画家俞丰、严卫平、顾炫共同献上
了迎春书画展，实践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艺术疗愈心灵”的共同追求。图为市民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免费参观艺术展。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富心振 记者 张

敏）为节约运输成本，开着重型自卸货

车随意倾倒建筑垃圾并压坏人行道，近

日，丁某久等 6男子因犯故意毁坏公共

财物罪，被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至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缓刑一年三个月不等。

现年 45 岁的丁某久在上海做个体

运输多年。2016年11月底，丁某久从他

人处承接了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

1888 号改建工程建筑垃圾的清运业

务。2016年 12月 5日凌晨，丁某久为节

约运输成本，指使丁某能安排杨某、丁

某、李某、孙某等人分别驾驶3辆重型自

卸货车，从工地上装上建筑垃圾后，直

接将建筑垃圾运至浦东新区杨高中路

桃林路路口，通过倒车碾压人行道的方

式随意倾倒在路边绿化带中，导致该路

口250平方米的人行道路面损坏。经鉴

定，物损价值共计人民币6.2万余元。

2017 年 1 月至 4 月，全部案犯被抓

获归案。法院审理后认为，鉴于 6人在

庭审中能自愿认罪，且在家属的帮助下

赔偿了相应的经济损失，有一定的认

罪、悔罪表现，均酌情从轻处罚。据此，

浦东法院依法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本报记者 徐阳

走在上海的街头，在路边时不时

便会见到“巴比”馒头专卖店。从 2003
年申请注册“巴比”商标发展至今，中

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饮

公司）的连锁门店已遍布上海、江苏、

浙江、广东等地，深受消费者认可与青

睐。然而，近年来，市场上却频频出现

冠以“海上巴比”“巴比大包”等名称的

门店，中饮公司随后走上商标维权之

路。

近日，中饮公司法务部负责人常

东收到了来自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

的反馈，包括“海上巴比”“巴比大包”

等部分涉嫌商标侵权的商户及门店

已停止侵权行为，并将店招更改为

“喜悦馒头店”。“此外，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评

委）也作出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

书，上海新翔餐饮有限公司（下称新

翔公司）注册在粥、煎饼、馒头、包子

等商品上的”巴比大包“商标被宣告

无效。

据了解，近年来，中饮公司发现全

国出现了很多名为“海上巴比”及“巴

比大包”的门店。“海上巴比”及“巴比

大包”极易让消费者与中饮公司所经

营的“巴比”馒头店产生混淆，于是中

饮公司对此展开了商标维权行动。随

后，在收集举证材料过程中，中饮公司

发现商标侵权方直接指向上海详锐企

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下称详锐公司）

与新翔公司。2011年 10月，详锐公司

获准注册了第 8742231号“海上巴比及

图”商标（下称争议商标），核定使用在

第30类包子、糕点等商品上。2015年1
月，详锐公司将其许可给新翔公司使

用。

“2013年以来，中饮公司一直积极

进行商标维权。”中饮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北京、上海、安徽等多地法

院均在相关判决中认定详锐公司、新

翔公司使用“海上巴比”与“巴比大包”

之名对中饮公司构成商标侵权与不正

当竞争。“我们曾试图向涉案侵权门店

发律师函或企业公函，但大多石沉大

海。”中饮公司董事长刘会平表示，为

此他只能寄希望于政府部门的帮助。

“经过10余年经营，‘巴比’馒头的

品牌价值是由我们对产品精益求精、

对品牌着力打造所逐渐积累起来的。

我们将会不遗余力，积极维护自身商

标品牌权益。”刘会平表示。

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第二届艺术展开幕

浦东交警推出“冬至祭扫交通指引”
已在8大祭扫点周边开展集中整治 并完善交通引导标志

永安公墓
*公交短驳车辆：轨道交通2号线华夏

东路华东路口设置短驳车辆站点，配置公

交短驳，车前放置线路牌予以注明墓区及

线路，运营时间为 7：30－15：00，10分钟 1
班，高峰时满员发车。具体线路：轨道交

通2号线华夏东路站—华夏东路—华夏东

路墓区人行通道（回程同上）；南曹路临时

停车场—墓区便道—永安路—停车场（回

程同上）。

*临时交管措施：一旦墓区1号、2号停

车场车辆饱和时，南曹路墓区便道口采取

封闭措施禁止机动车辆进入墓区便道，引

导扫墓车辆依次停放于南曹路临时停车

场。

*车辆停放点：墓区东 1号停车场（泊

位 250）、西 2号停车场（泊位 300），另增设

南曹路（唐陆路以东 1200米、唐陆路以西

800米）临时停车点（泊位620）、齐爱路（南

曹路以北 600米）临时停车场（泊位 180），

德川路（华夏东路以南 600米）、新德西路

（德川路东西两侧 800米）临时停车场（泊

位400）。

乐乡公墓
*公交短驳车辆：轨道交通 2 号线华

夏东路站 4 号、5 号出口处设置短驳车辆

站点，配置公交短驳，车前放置线路牌予

以注明墓区及线路，运营时间为 7：30－
15：00，10 分钟 1 班，高峰时满员发车。

具体线路：轨道交通 2 号线华夏东路站

—华夏东路—微捷路—界中路（原栏学

路）—科农路—农副公司（下客站）；孙浦

路停车点—科农路—农副公司（下客

站）。

*临时交管措施：栏学路（三灶浜路—

城丰路，禁止机动车北向南通行，公交车

辆除外）、科农路（孙浦路—栏学路禁止机

动车西向东通行，公交车辆除外）、三灶浜

路（孙浦路—栏学路禁止机动车西向东通

行），栏学路川周路方向南向北禁止通

行。城丰路东向西扫墓车辆至2号停车场

门口下客后，将车辆停至孙浦路临时停车

场。2 号停车场城丰路一侧门口为进出

口。2号停车场栏学路一侧为社会车辆出

口。

*车辆停放点：墓区南 1号停车场（泊

位 200）、北 2号停车场（泊位 150）；增设孙

浦路（科农路—三灶浜路）临时停车点，可

供泊位600个。1号、2号停车场饱和后，扫

墓车辆可通过下述3条路径进入孙浦路临

时停车点：外环 S20—华夏东路（西向

东）—孙浦路；城丰路（东向西）—栏学路

—科农路—孙浦路停车场；唐陆路（北向

南）—微捷路—三灶浜路—孙浦路停车

场；栏学路（川周路方向南向北从界龙一

路绕道界龙大道、城丰路）。

界龙公墓
*公交短驳车辆：轨道交通2号线华夏

东路站（上下客点）—华东路—川环南路

—妙境路—翔川路（上下客点）往返。

*临时交管措施：界龙一路（绣川路—

川环南路）禁止机动车通行；临时关闭绣

川路马路菜场；引导非机动车、两轮轻便

摩托车停放于翔川路、界龙一路口南北两

侧空地。

*车辆停放点：墓区内部停车场（泊位

600个），由华夏二路进；华夏二路、绣川路

两侧增设临时停车点，设置泊位350个；本

次冬至祭扫，公交停车场不对外开放，泊

位总量因此减少205个。

北蔡安息堂
*公共交通：附近公交线路较少，仅有

北蔡一线一条线路途经，约30分钟一班。

*停车点：安息堂门前停车场（泊位 20
个），另增设两处临时停车点：

北中路（北新路—镇中心路）南侧约

400米左右，设置泊位65个；安息堂门口南

侧约50米处的东西向无名小路，设置泊位

30个。

长桥山庄
位于沪芦高速公路（S2）沪南公路出口

东侧800米处。

*公共交通：计有7条，分别是沪南线、

龙东专线、龙大线、芦杜专线、龙港快线、

塘南线、龙新芦专线。

*地铁 16号线：新场站下转龙东专线

或628路或龙港快线或龙新芦专线或1068
路（新场站转）。

*停车点：山庄内设有500辆小客车停

车场和30辆大客车停车场。

*临时交管措施：平日维持原道路进

出，冬至日，S20—S2—沪南公路出口右转

至申江南路调头，笋金路实施顺时针单向

行驶，按交警设置的临时指示标志和民警

现场指挥进行。

华南公墓
位于沪南公路大麦湾工业区航都路

南首1000米处。

*公共交通：计有 4条,分别是沪南线、

塘南专线、塘邵线、龙大线到华南车站下

车（17 日、18 日、21 日的 8：:00 至 13：00 有

短驳车）。

*地铁16号线：新场站下，转龙东专线

或628路或龙港快线或龙平芦专线或龙新

芦专线乘至沪南（申江路）转沪南线或

1068路（沪南公路新场站转）。

*停车点：公墓设有350辆小客车停车

场和20辆大客车停车场。

海港陵园
*祭扫班车：12 月 17 日、18 日、21 日，

票价30元。

上车时间为 7：00，上车地点：民和路

平型关路；

上车时间为 7：30，上车地点：漕东路

232号、上浦路 377号、昌里东路 375号、德

平路 90号、营口路 699号（黄兴公园小停

车场近国顺东路），兰城路 287号、沪南公

路881号、浦东南路2127号。

12：30（只限21号）下午，上车地点：漕

东路232号、德平路90号。

*地铁 16 号线：临港大道站下 4 号出

口，12月16日、17日、18日、19日、20日、21
日 6天有免费短驳班车，时间：7：30至 15：
30。

* 便 民 服 务 电 话 ：400-821-6869、
58063440、58065005

汇龙园
*短驳车：汇龙园往返于（地铁二号

线）海天三路站，上车地点：地铁二号线海

天三路站 1号出口停车场（10日至 21日 8:
00-14:30）。2015 年 12 月 19 日、20 日、21
日3天免费。

24 小时免费便民服务电话：962840、
58260616

*公共交通：浦东 9 路每天 3 班、浦东

30路每天9班。

“海上巴比”“巴比大包”孰真孰假

浦东知识产权局为“巴比”正名
随意倾倒建筑垃圾压坏人行道

六男子犯故意
毁坏财物罪获刑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丁宏

奇）冬至祭扫将至，浦东交警昨天发布“祭

扫交通指引”，并提醒市民按交警临时设

置的道路指示牌和指示横幅、指定线路(方
向)行驶。

据悉，浦东新区祭扫点主要集中在川

沙地区的界龙、乐乡和永安墓区以及北蔡

地区的北蔡安息堂；沪南公路沿线的长桥

山庄、华南公墓和临港地区的海港陵园以

及康桥地区的沿南公墓。

为方便祭扫，浦东交警建议市民群众

尽可能选择公共交通前往祭扫，并建议祭

扫包车和自驾族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错时

出行。

祭扫期间，新浪微博“@浦东交警”还

将提供实时路况信息服务。即日起至 22
日，浦东交警四大队将在每天 7：30—16：
30 时段内开辟临时咨询电话：22041762、
22041763，提供永安、乐乡、界龙墓区周边

道路情况及扫墓行车路线信息服务。

为确保祭扫高峰各祭扫点周边交通

秩序，浦东交警在全面整治各类道路交通

违法行为的基础上，以各祭扫点为轴心，

进一步强化对事故高发时段、秩序混乱路

段的巡逻控制，重点整治超速、客车超员、

争道抢行、酒后驾车、随意上下客、乱停乱

放等严重违法行为。

浦东交警还在8大祭扫点周边道路组

织开展了 3次集中整治行动，重点针对大

型客货运车及行人、非机动车等突出违法

行为进行严查严处，累计查处违法行为

2300余起，同时加强了对通往各大型墓地

主要道路标志、标线等安全设施的巡视检

查，完善交通引导标志，方便祭扫车辆出

行。

浦东交警建议参加祭扫的市民增强

文明交通出行意识，拒绝各类非法营运行

为；建议借助共享单车完成“最后一公里”

行程的市民配合现场管理人员将车停入

指定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