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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急救原则是：迅速、就地、准确、

坚持。

如果是低压电源触电，实施“五字”

脱离电源法：拉，应立即拉下附近电源开

关或拔掉电源插头；断，应迅速用绝缘完

好的钢丝钳或断线钳剪断电线；挑，急救

人员可用替代的绝缘工具（如干燥的木

棒等）将电线挑开；拽，急救人员可戴上

手套或手上包缠干燥的衣服等绝缘物品

拖拽触电者，或用一只手将触电者拖拽

开来，切不可触及其肉体；垫，如触电者

紧握导线，可设法用干木板塞到触电者

身下，与地面隔绝。

如果是高压电源触电，脱离电源的

方法是：戴上绝缘手套，穿上绝缘靴，用

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按顺序拉开高

压断路器。

遇到触电事故如何自救与救援（一）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从7月19
日市交通委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目

前本市正全力推进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工作。预计今年年底，取消本市与江苏、

浙江的 9处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现不

停车快捷收费（ETC）。

市交通委表示，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

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是党中

央和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有助于

更好地发挥高速公路便捷优势，加快消除

高速公路主动脉上的瓶颈阻碍、堵点痛

点。对于上海来说，将优化区域交通网络，

整合交通资源，加速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据介绍，目前全市共有收费高速公路

683公里，其中省界收费站共 9处，ETC车

道 353 条，ETC 用户数 205 万。本次调整

涉及本市所有的省界收费站，其中与江苏

交界5处，与浙江交界4处；同时，全市高速

路网将新建ETC门架 312套，车道改造共

计 556条。改造完成后，道口只设一条有

人工收费的混合车道，其余均为 ETC 车

道。

市交通委介绍，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

费站将采用以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ETC

技术为主，车牌视频识别技术为辅的技术

路径，在收费站和收费站之间、收费站和互

通立交之间合理设置分段式扣费系统；对

ETC 车辆实行分段计费和收费，对于

MTC（人工半自动收费系统）车辆采取“入

口领取通行介质+车牌视频识别”的方式

进行分段式计费和出口收费站统一收费；

货车按车型（轴型）收费，并实行高速公路

入口治超。

市道路运输局表示，近期本市将加快

建设和完善高速公路收费体系，推进市级

收费结算中心、收费车道、ETC 发行平台

等系统升级，新建ETC门架系统，拆除省

界收费站，完善G60枫泾立交匝道收费设

施。加快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推广应用，

通过推进与银行的深度合作、加快与第三

方支付平台合作、增加安装受理网点等措

施，加大 ETC 推广应用力度，年底实现

ETC安装率 80%、ETC收费率 90%以上的

目标。并同步完成高速公路入口治超工

作，所有收费站入口将实施不停车称重和

非现场执法，加强高速公路治超工作。加

快修订完善法规和收费政策，梳理修订本

市高速公路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优化

调整本市高速公路收费政策，完善通行费

优惠措施。

公共交通卡公司表示，全市将再陆

续增加 150 家一站式安装受理网点，200
个线下移动发行点，合作银行的所有营

业网点都将开通ETC业务受理功能。同

时，8 月 1 日，上海 ETC 互联网发行平台

即将全面上线运营。届时，市民用户可

通过上海交通卡、支付宝、中国银联及各

合作银行 APP 等多种在线渠道在线申

请。申请通过后只要按提示安装即可正

常使用。

消除高速公路主动脉上的堵点痛点 加速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本市年底取消全部9处省界收费站
上海ETC互联网发行平台8月1日全面上线运营

本报讯（记者 任姝玮）“我们小时候，

没有冰箱，就将西瓜放在井水里冰着……”

面对小志愿者好奇地追问，82岁的朱鳌珍

老人回忆着自己儿时的夏天，周围的阿婆

们也是你一句我一句的补充着，往日里安

静的星海居委日托所显得格外热闹。

7月19日，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少

年志”夏令营第三小队的小志愿者们来到

星海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为日托所的老

人们提供公益服务。服务的主题就是“我

们的夏天”。通过老人讲述以前的夏天故

事、展示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制造折扇等小

活动，服务社区老人，最终制作一本记录老

人故事的“生命之书”。

“少年志”夏令营是洋泾社区公益基

金会的特色项目，今年有 55 名青少年志

愿者参加。通过前期举行的封闭式营

会，小志愿者学习组织协调能力、沟通技

巧等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所欠缺的技巧。

随后55名青少年志愿者分为6支社区

服务团队，将学习到的社区调研技能、服务

项目确定、服务方案设计，进行实战演练。

每个小队只有500元的经费，要在有限的时

间，用有限的资金完成3次社区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刘琦）

汽车公司回馈老客户，本是购车人喜闻

乐见的福利活动，有些犯罪分子却看准

了其中的漏洞，不但大肆诈骗，还通过

“传帮带”，师徒两人各带领一个诈骗团

伙一起诈骗。近日，浦东警方捣毁两个

相互关联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5月 26日，浦东公安分局合庆派出

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称遭到电信

网络诈骗。原来，王先生不久前接到一

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汽车公司客服，来

电是做一个回访还有礼物要赠送。王先

生彼时不在上海，于是便委托房东代收，

还通过微信支付给快递员200元货到付

款的快递费。当他回到上海打开快递

箱，发现里面是一张假的百元话费充值

卡和一付坏掉的太阳眼镜。这时，他才

发现受骗。

案发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

调查，并找到了负责寄递该“礼物”的快

递公司。在梳理比对发货信息后，专案

组顺利锁定了发货人所在地。大约跟踪

了半个多月，警方锁定了两个诈骗手法

相似的诈骗团伙。两个团伙分别以冀某

和蒋某某为首。

虽然王先生的案子只是其中一个团

伙所为，但是专案组始终觉得这两个团

伙之间存在关联。6月27日，在当地警方

的大力配合下，专案组抓获两个团伙共

13个犯罪嫌疑人，并在现场查获了大量

手机、电脑、话术单、业绩单等涉案物品。

深入调查后谜团解开了，这两个团

伙的“首脑”居然是师徒关系。2019年4
月初，蒋某某的妻子刘某在冀某开设的

公司内工作，不久便发现这是一个冒充

汽车公司进行诈骗的犯罪团伙。两人发

现这一情况后没有报警，而是向冀某“拜

师学艺”，之后夫妻俩依样画葫芦也开了

一家诈骗公司，“师徒”诈骗团伙携手诈

骗，虽然每次只有 100至 200元不等，但

受害者分布全国各地。目前，上述犯罪

嫌疑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黄静）升级版的“爱

心接力站”为炎炎夏日里的环卫工人等

户外工作人员带去丝丝清凉。日前，市

绿化市容行业工会宣布，全市 960家关

爱环卫工人“爱心接力站”链家站点正式

升级进入2.0时代。

据介绍，全市960家关爱环卫工人“爱

心接力站”链家站点除了基础服务配套设

施外，还提供打印复印、电话传真、代缴水

电煤、夏季清凉用品等四项升级服务，尤其

针对夏季高温，雷雨突发等情况，根据环卫

工人的工作特点，精心准备了应急雨披、盐

汽水、风油精、花露水等夏季劳防用品，进

一步助力户外工作人员安然度夏。

从 2015年年底起，市绿化市容行业

工会面向全社会发出倡议，积极开展创

设关爱环卫工人“爱心接力站”活动，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

如今，这些遍布全市大街小巷的“爱心接

力站”已达到 6000余家，为一线环卫工

人提供了“歇歇脚、避避雨、喝喝水”的地

方，也让更多的户外职工感受到了城市

的温度和家的情怀。

随着关爱环卫工人“爱心接力站”

社会影响力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爱心

企业希望奉献一份爱心，建设银行上海

市分行全市 355 家营业厅网点近日已

向广大的环卫工人敞开大门，欢迎酷暑

下的一线工作者到站点内纳凉歇息；国

泰保险与新华保险表示将继续为全市

5.3万名一线环卫工人提供最高保额达

10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障。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随着台风“丹

娜丝”远离本市，副热带高压逐渐西伸加

强，7月 20日本市出梅。市防汛指挥部表

示，虽然本市已出梅，但出梅后雷暴等强对

流天气的可能性增大，仍需保持高度戒备。

据统计，本市今年6月17日入梅（常年

6 月 17 日），7 月 20 日出梅（常年 7 月 10
日），梅雨期 33天，多于常年（常年 23天）。

梅雨期多强降水过程，降水量显著偏多，雨

量分布不均，雨量中心位于市区，徐家汇观

测站总降水量为513.2毫米，为常年平均值

（243.1毫米）的 2.1倍，居 1981年以来梅雨

期雨量第3位。

本市出梅后，气温升高，今明天云系较

多，局部仍有短时阵雨，极端最高气温可达

37～38℃，同时伴有午后雷阵雨。市防汛指

挥部提醒各级防汛机构，持续高温天午后出

现雷暴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增大，务必保

持高度戒备，切实做好抢排雨水准备。市防

汛指挥部也提请广大市民关注气象信息，提

高自我保护意识，当发生大风雷电冰雹等短

时强对流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室外人员应

就近寻找商店店堂、大厦大堂等安全场所暂

避，千万别躲在屋檐、店招下，以免发生坠物

伤人意外；尽量远离树木、电线杆、户外灯箱

和积水路段，以防雷击和触电伤害。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范黎黎）受今年第 5号台风“丹娜丝”

影响，7 月 19 日晚，东海海域风浪加

大，马绍尔群岛籍集装箱船“BAR
DU”轮（船长 209米，宽 30米）在长江

口以东约 25 海里处因机械故障失去

动力，抛锚抢修中，船上共有 20名外

籍船员随船遇险。20日，东海救助局

海上驰援，成功救助20名遇险外籍船

员。

接到险情信息后，东海救助局迅

速按照防抗“丹娜丝”应急预案和工作

部署，组织实施救援工作。20日 5时

30 分，东海救助局调派专业救助船

“东海救 101”轮前往现场开展救援。

8时 40分，“东海救 101”轮抵达现场。

此时现场海况西北风5级，能见度5海

里，浪高达 5-6米。经过对遇险船舶

故障情况分析，并出于全力保障船上

人员安全考虑，“东海救 101”轮决定

采取拖救方式实施救助。上午10时，

“东海救 101”轮成功将主拖缆带上遇

险船舶启拖，东海救助局同时派遣在

绿华山水域待命的救助船“东海救

117”轮前往增援，协助遇险船舶转向

和调头。15时 40分，“东海救 117”轮
抵达后成功靠近遇险船舶进行带缆作

业，并于 16时 17分将缆绳带妥，协助

遇险船舶转向前往绿华山锚地，不仅

完成了对遇险船舶了救助，也保证了

随船船员的安全。

来自全国的大学生手球精英在临港校园里激烈比拼。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助力户外工作人员安然度夏

全市960家“爱心接力站”升级

外籍集装箱轮突然失动力

东海救助局
成功实施救助

市防汛指挥部提醒——

出梅后需防范强对流天气

浦东警方捣毁两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师徒“传帮带”假冒客服骗钱

洋泾“少年志”为老人制作“生命之书”

少年们在社区日托所为老人制作“生命之书”。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本报讯（记者 符佳）7月 19日，第

33 届中国大学生手球锦标赛在上海电

力大学临港校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 32
所院校的 44支男女大学生球队，将在 6
天里捉对厮杀，竞逐中国大学生手球届

的最高荣誉。

本次大赛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

办、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手球分会执行、

上海电力大学承办。此次参赛运动员教

练员多达 700余名，赛场上不仅能看到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大陆高校学子的身

影，还有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澳门理工学院等港澳地区院校的团队，

三地大学生在浦东“未来之城”临港相

聚，切磋球技、增进友谊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