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要闻

2E-mail:gongshunqi@pdtimes.com.cn 一、二版责任编辑/龚舜琦 一、二版美编/黄辰毅 2019.1.17

世博文化公园
即将全面开工建设

（上接1版）据悉，山体内还营造了仿自然山洞、一线天等景

观，引入自然的光、声等元素，形成丰富多彩的游览线路。双子

山内还配套规划了近1500个停车位，满足市民的停车需求。

世博文化公园内的温室花园则将成为市民游客赏花的好去

处。温室花园位于世博文化公园中心部位，利用上钢三厂老厂

房建筑改造更新，呈现建筑独特新颖、景观丰富奇特的建设理念。

毗邻温室花园的世界花艺园，有望成为上海最美花园。这

里被定位为上海版的“加拿大布查德花园”，并设立中国“切尔

西花展”等一流花展平台，将配备丰富绚丽的园艺植物品种，与

多样的植物群落。

此外，世博文化公园中一大主要片区将建设“世博花园”，

世博俄罗斯馆、卢森堡馆、意大利馆、法国馆建筑均位于其中。

这里传承世博理念，诠释“永不落幕的世博会”，将延续展览功

能，并兼顾公园配套服务需求和游客活动需要，体现世博记忆

和文化的有机融合。

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同样体现在世博文化公园的设

计中。海纳百川的现代园林风格和传统的江南园林特色将有

机融合，集东方风骨和现代设计于一身的桥梁点缀其中，呈现

独特的文化景致。

作为世博文化公园内的一大文化地标，上海大歌剧院将成

为市民欣赏高雅音乐的最佳场所，而与之毗邻的音乐广场则将

成为歌剧院音乐艺术的室外延伸，是歌剧院高雅艺术的文化补

充。根据规划，音乐广场以卢浦大桥为舞台背景，能够举办森

林音乐会、草地音乐会等主题活动，和大歌剧院共同打造雅俗

共赏的音乐文化圣地。

目前，世博文化公园周边设有地铁 7号线后滩站、地铁 13
号线世博大道站，同时规划有长清路公交枢纽、规划 19号线世

博大道站和后滩站。公园规划提倡公交优先、慢行优先，有序

的公园主次入口设置，能够结合公园分级路网，提高公园通达

性及与周边的互动性，使世博文化公园与城市无缝衔接。

中远海科：拥抱产业“互联网+”新机遇
（上接1版）绿色、环保已成为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内涵，但

以往不少船舶关键技术掌握在海外

巨头手中。2017年，中远海科研发

的岸电系统成功安装于中远海运集

团 14100TEU（标准箱）“中海天王

星”轮，成为国内首套安装于超大型

集装箱船并成功应用的国产化岸电

系统。

2018年10月26日，中国航海学

会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船舶中压交

流岸电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项目科技成果评价会。与会评审专

家一致认为，上述首套国产化岸电

系统突破了船舶中压岸电系统综合

控制、继电保护等关键技术，中远海

科自主研制的岸电卷车、卷筒集电

器、电缆连接器等关键设备，更是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对于提高我国超

大型集装箱船关键设备的国产化配

套率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套系统在洋山港研发，调试

了两年的时间，因为国产化，让岸电

系统设备成本下降了 40%，也让进

口产品不得不跟着降价。”周群说。

打造中国航运新
“航母”

中远海运集团目前形成“6+1”
的清晰产业集群结构，即航运产业

集群、物流产业集群、航运金融产业

集群、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航运服务

产业集群、社会化产业集群、互联

网+相关业务，这艘中国航运新“航

母”由重组获得“重生”。

根据目标，整合后的中远海运

集团将以强大的航运资产优势，深

度挖掘整个产业链的商业价值。同

样，经历了几轮调整的中远海科则

成为了中远海运集团转型“互联网+
航运”的排头兵。

据介绍，中远海科依托中远海

运集团开发的“航运管理信息标准

化平台”，以“一体化”“系统化”“互

联网”“数字化”为基础，形成了一套

“船岸一体化”“人财物一体化”的集

中管控平台。

目前，中远海运集团旗下已完

成了750多艘船舶的实时上线，建立

了“集团-船公司-船队-船舶”的集

成化应用体系，使得整个集团的核

心主营业务“跑在海上、看在眼前、

管在手心”，一切尽在掌握。2018
年，该航运管理信息标准化平台还

被评为中央企业生产运行类典型案

例。

此外，由中远海科建立的航运

供应链区块链存证平台也已投入试

运行，未来还将在这一平台的基础

之上开发数据追溯、业务协同等高

阶功能，实现区块链技术在航运业

的落地生根，解决航运业痛点，提升

航运供应链整体运行效率。

“可以说这是一个协同创新平

台，这个平台上会集成整个集团的

技术研发试点。”周群说。

据悉，中远海科已在驾驶舱智

能无人监控、智能集装箱等领域，积

极投入资源，力求在这些领域实现

突破。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天，上

海金融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上海金融法院关于证券纠纷示范

判决机制的规定》。这是上海金融

法院成立以来创新专业化金融审判

工作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全

国首个关于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

的具体规定。

近年来，随着证券监管机构对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

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中小投资者维

权意识的逐渐增强，群体性证券侵

权损害赔偿诉讼呈现短期激增、长

期稳增的态势。上海金融法院成立

以来，已经受理了涉 9家上市公司

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涉

及投资者人数众多。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

院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年 11月联合出台的《关于全面

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

设的意见》，妥善处理群体性证券纠

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纠

纷的及时有效化解，上海金融法院

积极探索构建示范判决机制，制定

出台了《上海金融法院关于证券纠

纷示范判决机制的规定》。

据悉，示范判决机制是指在处

理群体性证券纠纷中，选取具有代

表性的案件先行审理、先行判决，通

过发挥示范案件的引领作用，妥善

化解其他平行案件的纠纷解决机

制。“示范判决机制的构建，可以促

进适法统一，提升审判效率，实现矛

盾快速化解，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可

以降低诉讼成本，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上海金融法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林晓镍说。

《规定》共四十八条，主要是对

示范案件的选定、示范案件的审理、

示范案件的专业支持、示范判决的

效力、示范案件的审判管理等作出

规定。

据悉，作为金融审判工作机制的

创新举措，该项规定在3个方面进行

了探索。首先，实现了“两个结合”，

即示范案件与支持诉讼机制相结合，

示范判决与诉调对接机制相结合。

明确在示范案件选取过程中，优先选

定支持诉讼案件作为示范案件。探

索建立调解前置程序并对司法确认、

调解不成后的诉讼程序等方面作出

了具体的规定，通过支持诉讼平衡双

方当事人的诉讼能力。

其次，创新引入、探索推行专业

支持机制、管辖权异议规范机制、诉

讼费用杠杆调节机制。明确在示范

案件中引入第三方专业损失核定机

构、专家辅助人和专家陪审员作为

专业支持，确保示范判决的审判质

量和裁判效果；规范限制群体性证

券纠纷案件被告逐案以相同理由提

出管辖权异议，避免因管辖权异议

造成诉讼拖延问题；通过适当调整

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费用的分担

比例，以经济杠杆激励当事人选择

调解，有效推动证券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解决纠纷取得实效。

第三，该项机制首次就示范案件

与平行案件的范围标准、示范案件的

选定程序和审理规则、示范判决的效

力扩张与取消原则、平行案件的衔接

处理与简化程序作了明确具体规定，

为全国法院建立证券纠纷示范判决

机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林晓镍表示：“建立并实施示范

判决机制是上海金融法院推进金融

审判机制改革，营造良好金融法治

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上海金融法

院将认真实施并完善《规定》的各项

内容，积极推动证券期货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建设取得实效，为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有力的司法服

务保障。”

■本报记者 徐玲

2018年，浦东新区婚姻管理所在大调研过程中，结合市民

政局关于对本市婚姻登记工作规范化建设的相关要求，对浦东

在婚姻登记工作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和典型案例进行了认真梳

理，尤其是对操作过程中矛盾突出的问题，与相关部门积极沟

通，不断创新服务理念，破解窗口工作难题。

浦东婚姻管理所副所长朱凤告诉记者，在婚姻登记工作

中，当事人持超过30天有效期的户籍证明前来办理婚姻登记的

问题非常突出。刘先生和李小姐都是新上海人，大学毕业后在

浦东一家公司工作，是单位的集体户口。去年6月，他俩来到浦

东新区婚姻登记中心领结婚证。婚姻登记员发现，他们的户籍

证明已经超过有效期，需要去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重新出具。

这下可把这对新人急坏了，因为他们之前去过派出所，公安部

门正在对集体户口进行清理，要求原集体户口的市民尽快迁入

社区公共户，否则不予出具。由于他们尚缺迁入社区公共户的

手续，因此无法开到户籍证明。朱凤介绍，在窗口工作中类似

这样因为户籍证明过期而无法办理结婚登记的案例有很多，而

浦东新区婚姻管理所秉承“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服务理念，

急新人所急，多次与新区人口办协调。最终，区人口办向婚姻

登记处开放一个端口，可以查询到户籍在浦东的当事人的情

况。这样，有刘先生和李小姐类似困难的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

就不用再为无法开具户籍证明而犯愁，很快领到了“幸福的红

本本”。

数据显示，浦东 2018年全年共办理结婚登记 23365对、补

结婚证3819份；离婚登记11525对、补离婚证941份。浦东婚姻

管理所积级开展法律宣传和婚姻家庭辅导工作，送法进社区，

讲解市民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相关业务时的注意事项、现

场解答居民遇到的问题、发放宣传告知单，并积极开展婚姻家

庭辅导工作，发挥睿家婚姻家庭服务社的作用，累计为 1000多

对离婚夫妇提供婚姻危机干预、心理疏导等服务，其中有300多
对离婚夫妇放弃离婚。同时，举办社区讲座，收到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浦

东婚姻管理所举办具有影响力的集体颁证仪式，积极宣传婚姻文

化。去年4月18日，浦东新区民政局和浦东新区妇联联合举办了

“缘结源聚·幸福浦东”暨纪念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新人颁证活

动。此外，浦东婚姻管理所还通过浦东发布、浦东妇联、浦东民政

等微信公众号，面向社会征集“穿越时光的爱”结婚照。

资料显示，“2·14”“5·20”“七夕”“8·18”等多个日子是近年

来的结婚登记高峰日，去年的 8月 18日，浦东共办理结婚登记

732对，创年内登记量新高。2019年，浦东将提前制定应急预

案，通过增设登记窗口，安排专人维持现场秩序、引导登记新

人，确保登记工作喜庆安全。

在今冬连绵不断的细雨滋润
下，世纪公园里的梅花开始悄然绽
放。这些初开的梅花属于早梅，主
要有“小玉蝶”“宫粉”等品种。据园
方介绍，如果近期不出现较长时间
的冰冻天气，春节期间将是梅花的
最佳观赏期，那时，不仅早花品种的
梅花已经盛开，中花品种的梅花预
计也会开放。

□本报记者 黄静 文 刘思弘 摄

上海金融法院创新金融审判工作机制 护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全国首个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规定发布

梅花俏枝头

浦东婚姻管理所：
急新人所急 解工作难题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从原

本钢筋混凝土桥变身为钢结构拱

桥，从原先桥梁距离河面 5 米多提

升到不低于 7 米，从原先桥身下有

两个限制通航的桥墩转为一跨过

河……大芦线航道整治二期工程

（宣桥段）跨航道桥梁——南芦公

路桥正在“大变脸”。记者从隧道

股份路桥集团获悉，目前新桥东半

幅顺利通车，开始进入西半幅桥的

施工，整个项目预计 2020年上半年

竣工。

大芦线航道位于上海东南部，

起于黄浦江、止于芦潮港内河集装

箱港区，由临港新城段和大治河段

组成，直通自贸区，是洋山深水港

船运转内河航道的重要通道。

南芦公路桥位于浦东新区宣

桥镇东南侧，跨越大治河河道，连

接南芦公路。据隧道股份路桥集

团相关人士介绍，施工中需要对老

桥进行拆除，但在施工中为了保证

交通不中断，采用了先拆除东半

幅，利用西半幅老路通行，待东半

幅通车后，翻交至东半幅，直至全

线竣工。同时，新桥施工中采用

“先拱后梁”的工艺，远远望去，半封

半行的南芦公路桥，拱顶“一”字型

风撑屹立，两侧“K”型支撑凌空而起

横跨南北两岸，钢拱桥的外形结构

已跃然河上。

除此之外，施工中项目团队还

采用了多项创新方案，针对航道中

水下桩基拆除，多次优化施工方案，

采用自制水下截桩机对老桥桩基进

行拆除，成功地将水下作业转变为

水上作业，还采用架桥机拆桥、钢拱

肋双肢吊装，大大减少了作业风险，

提高了工作效率，为老桥拆除新建

提供了新方法与借鉴。

目前，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中

约 75%服务于长江经济带，大芦线

航道按照Ⅲ级航道通航标准整治

后，将为洋山深水港区集疏运开创

优越的内河运输资源及通航条件，

通过内河高等级航道建设，将使内

河运输船舶向大型化、标准化发

展，提升内河运能，形成“水上高

速”。

南芦公路桥通过拆旧建新，通

航净空高度将不低于7米，除了让航

道通航标准达标外，新桥设双向6车

道，比老桥宽了近一倍，周边还融入

了绿化生态理念，不但有效提升通

航能力，也塑造了当地一张新的城

市名片。

南芦公路桥改建提升航道等级

打通“水上高速”助力洋山港航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