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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保

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人民陪审员选

任办法》和《上海市人民陪审员选任实施

办法》的规定，现就浦东新区 2018年度人

民陪审员选任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任名额
2018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共计选任人

民陪审员300名，其中通过随机抽选方式选

任人民陪审员名额240名；通过个人申请和

组织推荐方式选任人民陪审员名额60名。

二、选任条件
（一）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具备的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年满二十八周岁；

3．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中

以上文化程度。

（二）下列人员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

1．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

人员，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

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

关的工作人员；

2．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

3．其他因职务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

陪审员的人员。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人

民陪审员：

1．受过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公职的；

3．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

4．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5．因受惩戒被免除人民陪审员职务

的；

6．其他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

影响司法公信的。

三、选任方式
通过随机抽选、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选任。

随机抽选由浦东新区司法局会同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浦东公安分局从本区符

合人民陪审员选任条件的常住居民名单

中随机确定。

个人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应提交

身份证（流动人口需提供居住情况证明）、

户口薄、学历证明等书面材料，并填写《人

民陪审员候选人登记表》。

组织推荐担任人民陪审员的，由被推

荐人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

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在征

得本人同意后，提交被推荐人身份证（流

动人口需提供居住情况证明）、户口薄、学

历证明等书面材料，并填写《人民陪审员

候选人登记表》。

四、资格审查
由浦东新区司法局会同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浦东公安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

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进行资格审查。

五、公示任命
浦东新区司法局会同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浦东公安分局向社会公示拟任命人

民陪审员名单，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

经公示后确定的人民陪审员人选，由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院长提请浦东新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六、就职宣誓
人民陪审员经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任命后，应当公开进行就职宣誓。人

民陪审员宣誓誓词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陪审员，我宣誓：忠于国家，忠于人

民，忠于宪法和法律，依法参加审判活动，

忠实履行审判职责，廉洁诚信，秉公判断，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七、待遇补助
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所在

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

及其他福利待遇。

人民陪审员每参加一个案件的审理

活动，由人民法院依照相关规定按实际工

作日给予补助。

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

的交通、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法院依照有

关规定给予补助。

八、报名事项
（一）报名时间

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25日
（二）报名方式

１、登录“上海市浦东新区司法局门

户网”通知公告栏下载《人民陪审员候选

人登记表》（http://www.pudong.gov.cn/
sfj/）;或到浦东新区行政服务中心三楼Ｃ7
室领取《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登记表》（地

址：浦东新区合欢路2号）；

２、请填写完整《人民陪审员候选人

登记表》（一式三份），粘贴本人近 6个月

内 1 寸彩色蓝底免冠照片，快递或邮寄

到：浦东新区成山路820号915室 浦东新

区司法局基层处，邮编：200125。
（三）联系电话

50171094 38583350
特此公告。

浦东新区司法局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浦东公安分局
2018年12月26日

浦东新区人民陪审员选任公告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丁宏

奇）元旦佳节将至，聚餐欢庆饮酒可能导

致酒驾醉驾违法高发、多发。上海交警部

门继续组织开展“百日安全行动”酒驾醉

驾集中整治行动，尤其在 12 月 24 日、25
日、31 日以及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展全市

统一整治行动。浦东警方设置 12处卡点

“过滤”酒后驾驶，12月 24日晚间累计盘

查机动车 762辆，查处酒驾 6起。

12月 24日晚，根据统一部署，浦东警

方以 6个分区指挥部为平台，在崮山路-

羽山路、南六公路-周邓公路、沪南公路-
大川公路等选择 12处“高危”路口设置卡

点，以属地派出所为主，整合刑侦支队、交

警支队、特警支队部分力量，形成 12支专

项行动小组，重点对私人小轿车、普通摩

托车、轻便摩托车、农村面包车、低速载货

汽车等车辆进行重点检查，并启动“实

兵+视频”查处模式，加强对整治卡点及

周边道路的视频巡视，及时发现嫌疑车

辆，并通知前方卡点开展针对性查处。

当晚，民警颜立进在航头地区航浦路

航梅路口设卡。20 时 50 分许，一辆灰色

小轿车在停车接受检查时，刚放下窗玻

璃，一股酒精味道就随之飘出。驾驶人孙

某自称刚从朋友家喝酒出来，路口东面不

远的那排楼房就是他住的小区。“朋友家

和我家只有 2 公里不到的距离。平时走

走也就 20 分钟不到。这么短距离，估计

碰不上民警。小心驾驶，不出事就不会有

事。”孙某如是解释。经酒精呼吸测试仪

初步检测，孙某酒精含量达每百毫升 49
毫克，达到酒后驾驶标准，民警依法对其

进行处理。当晚，浦东警方累计盘查机动

车 762辆，查处酒驾 6起、其他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 8815起。

浦东交警支队介绍，针对此次酒驾

醉驾集中整治行动，民警提前排摸辖区

圣诞节期间、元旦期间商家经营情况及

客流预判状况，统筹警力资源、设置整治

岗位，将整治力量有针对性地向重点区

域、重点时段倾斜，紧紧围绕餐饮、娱乐

场所周边道路，涉酒涉毒事故易发、多发

路段，城郊结合部道路，县乡道路及农村

喜庆民俗活动等场所周边道路，高架道

路下匝道、下立交、跨线桥等重点区域、

道路，分别设置整治点。此外，警方还采

取不间断、巡回式流动执法，与固定整治

岗位形成策应互补。

整治时，浦东警方还对不按规定使用

灯光、转向灯、不在规定车道内行驶、随

意变道、行车不稳、车速异常缓慢、长距

离压线行驶或故意回避检查以及刻意回

避民警问答的车辆、驾驶人进行重点拦

截、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 姚继兵 记者 郑

峰）作为浦莎两地交往、交流、交融项目

之一，在上海援疆莎车分指的组织及浦

东新区卫计委的支持下，12 月 14 日，由

新疆莎车县卫生系统党工委在县直属医

疗机构、乡镇卫生院选派的 22名青年后

备干部及业务骨干，结束了在浦东为期

10 天的“后备干部专题培训”，返回莎

车。

本次培训内容针对性强，浦东卫计委

公共卫生处特选派有援疆经历的专家进

行授课，内容以基层公共卫生、医政管理、

财务管理为主，通过专题讲座、现场教学、

实地参观、交流座谈等进行了传、帮、教。

同时，针对目前莎车当地公共卫生领域的

薄弱环节及实际需求，培训还重点对浦东

在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农村卫生室建

设、家庭医生服务诊所发展的先进做法进

行了讲解和指导。

学习班队长依巴代提·卡迪尔表示，

培训班学员一定把所学新知识、新理念带

回新疆，把所学内容与当地医院实际情况

结合起来，把好经验、好做法运用到工作

实践中，更好地为莎车群众服务。

本报讯（记者 郑峰）作为2018年浦

东援助莎车县重点民生工程之一，该县

27所乡镇卫生院旱厕在一年时间里有了

质的变化，用上海市第九批援疆干部、莎

车县卫生局副局长姚继兵的话说“通过

‘旱厕革命’努力改变当地群众的传统观

念和生活方式”。

在今年 12月中旬新厕投入使用前，

莎车县大部分乡镇卫生院旱厕卫生情况

令人堪忧，曾有人调侃在卫生院里只需

要“闻着臭味就能找到厕所”。今年年

初，上海援疆莎车分指挥部针对“卫生院

不卫生”的现象，对全县31家乡镇卫生院

进行全面排摸，梳理出其中 27家卫生院

存在“厕所难题”，并会同当地住建局、卫

生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统一规划和方案

设计。莎车分指挥部为此先后投入援建

资金450万元，对梳理出的27家卫生院进

行了卫生水厕改建。

改建后的女厕设计为 5座水冲式蹲

厕，男厕分3个水冲式蹲厕及两个小便池，

为防止当地因冬季极冷气候造成水管爆

裂，每座厕所内均铺设地暖，并配置洗手

池，同时布设5吨容量玻璃钢化粪池进行

污物收集，减少因污染物导致病菌传播。

姚继兵说，此次莎车县卫生院“旱厕

革命”全覆盖，对于保障当地农民身体健

康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 通讯员 蒲

欣）“上海的专家来了，我们在当地也能

做腹腔镜手术了。”近期，这则消息在大

理鹤庆县群众之间流传甚广。自 11月

中旬，上海浦南医院支援大理州鹤庆县

人民医院后，短短一个月间，结对帮扶

已初见成效。

作为第一批专家，浦南医院普外科

副主任医师王勇此次在鹤庆县人民医

院外二科“驻扎”三个月，着力提升当地

医院的普外科水平。近日，一名当地妇

女前来县医院就诊，患者腹痛一年多，

吃了油腻食物后症状就更加明显，被诊

断为胆总管扩张并结石、心肌缺血。原

本当地医生有些束手无策，王勇判断病

情后，为患者实施了腹腔镜下胆道探

查，并进行了“胆总管结石取出术＋胆

囊切除术＋胆总管‘T管’引流术＋腹腔

引流术”。术后患者病情平稳，恢复也

非常快。

“上海专家认真分析病情、沟通及

时，为我们做了手术，我妈妈第二天就

能下地走路了。”患者家属杨燕梅高兴

地说。

除了解决疑难病例，王勇还为当

地医生“开小课”，提升医技水平。王

勇每天坚持查房，针对危重患者疾病

的诊断、处理方案、观察要点等，向科

室医务人员进行详细地分析和讲解，

并就某些专科诊疗技巧与大家进行探

讨。同时，王勇还会定期组织科室讨

论，与当地医务人员共同讨论疑难病

例。

鹤庆县人民医院院长段炽说：“王

勇医生规范化的实践操作，让医务人员

近距离感受到上海专家严谨求实的工

作作风。他还对科室科学化、规范化管

理、人才培养规划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他的到来，对我院普外科发展的

帮助真是太大了。”

王勇表示，他要好好利用这三个月

的时间，将自己擅长的技术传给当地医

生，实现当地医院腹部手术的腔镜化、

微创化。

浦南医院帮扶大理见成效
提升鹤庆当地医院普外科医技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蒲恭

轩）12月 24日下午，一段在浦东高架道

路超速行驶的视频开始在网络上流传。

浦东警方获悉后，立即对此展开调查，并

在5小时后将视频中的涉事驾驶员周某

传唤到案。现周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

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该段视频中，一辆机动车在高架道

路上高速行驶，画面下方显示时间为 10
月 18日晚，车速在短时间内从 80公里/
小时迅速提高，最高至 248公里/小时。

根据网友提供线索及画面分析比对，浦

东警方确认该段视频中车辆行驶路段为

浦东中环进度假区高架，并迅速锁定嫌

疑车辆为牌号沪A64***的小轿车，该车

登记车主信息是一周姓驾驶员。

12 月 24 日晚，浦东警方依法将周

某传唤到案。周某供述，10月 18晚，他

从宝山赶往浦东，在驾车行至浦东中环

高架转度假区高架处时加大马力超速

行驶。他承认当时观测到车辆仪表盘

最高时速曾显示 240 公里/小时。事

后，周某将这段行车记录仪记录下的视

频发在了微信群内。

到案后，周某对超速行驶的行为表

示后悔，并奉劝开快车的驾驶员一定要

引以为戒，不要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

玩笑。目前，周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

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警方提示：驾驶机动车应遵守交通

法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严格控制车

速，杜绝超速、危险驾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

持续开展“百日安全行动”酒驾醉驾集中整治

浦东警方设12处卡点“过滤”酒驾

莎车青年医疗骨干结束浦东培训

莎车青年医疗骨干在浦东考察学习。 □宋雯 摄

上海援疆推进“旱厕革命”
化解莎车县“卫生院不卫生”尴尬

在高架驾车时最高时速达240公里

一男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拘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期，本市

连续发生两起人员密集场所物体倾倒致

人伤亡事件，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

重视，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近期此类事故

多发，要督促有关企业和单位举一反三，

切实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

全。12月24日，上海市安委会办公室下

发通知，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加强人员密

集场所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工作。

根据安排，本次整治工作主要对象

有：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体育场

馆、会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

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

楼、图书馆和集体宿舍，养老院、托儿所、

幼儿园；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的候

车、候船、候机厅（楼）；公共图书馆的阅

览室、公共展览馆的展览厅；劳动密集型

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员工集体宿舍等。

重点检查内容包括消防通道、疏散

通道和消防设施；临时搭建展台和广告；

内部装修装饰工程；堆高货物和货架；电

气线路、燃气管道等；高空悬挂物、装饰

物、附着物等；电梯、锅炉、游艺设施等特

种设备；大型门窗等等常用建筑构件；其

他与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相关的场地、设

施、设备等。

市安委办要求，各生产经营单位要

组织自查，安全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

门要督促企业采取适当方式在生产经营

场所显著位置将自查情况和安全管理情

况向市民群众进行告知承诺。

专项整治期间，人员密集场所仍然发

生突发事件的，要倒查工作落实情况。对

工作落实不力，未按照规定开展自查、检

查、复查、督查的，未落实应急准备或使事

态扩大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本市开展公众场所
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上海甜焙贸易有限公司即日

起 注 销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10120MA1HMNXK0Y，证 照

编号：26000000201707120333，法

定代表人：赵俊五，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