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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室首付款55万元收据，收据编号：0000777、0002003，特此声明。

浦东新区机场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遗失公章一枚、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

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事业单位证书号）：131011500675 ，法定代表人：钱

炎昌，声明作废。

韩奕伦遗失发票壹张，发票代码：231001390551，发票号码：00757536，发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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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潮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公章损坏，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居民区附近

的商铺林立，这原本是方便居民生活的

好现象，然而总有些商铺和商贩为追求

经济利益，跨门经营、无证设摊，使得原

本干净整洁的街道变得嘈杂凌乱。上月

起，上钢新村街道通过“蹲点式”“无缝

隙”“全天候”治理“三步曲”，探索长效治

理“良方”。

德州路 400-469号沿线各类零食店、

生鲜店、餐饮店林立，由于这里还是济阳

三村等多个居民小区的出入口，人流、车

流量较大。一些商铺为了扩大门面范围、

招揽更多顾客，跨门经营现象时有发生，

不仅阻碍行人正常通行，而且影响市容环

境卫生，叫卖声等噪音不断，给周边居民

带来严重的困扰。

虽然街道此前多次出动执法力量进

行整治，但一些商户往往利用城管巡查

“空档期”和执法“时间差”，和执法人员

玩“躲猫猫”，执法人员来整治，他们就撤；

执法人员走了，他们又“故态重萌”，成为

社区治理的一大“牛皮癣”。

为化解长期存在的跨门经营难题，上

钢新村街道成立专项调研小组，深入调研

水果店等各类跨门经营“重灾区”，决定采

用“三步曲”应对。

上钢新村街道城管中队介绍，他们首

先采用“蹲点式”调研锁定目标，梳理出一

份跨门经营集聚点、顽固点、投诉点点位

整治清单，通过蹲点调研，锁定目标商户，

摸清不同类型商户的跨门营业时间、频率

等，分类研究制定专项整治方案，逐步消

除跨门经营点位。

在此基础上，依托城运分中心视频轮

巡、联动指挥工作机制，城管队员对目标

商户进行动态跟踪，实施“无缝隙”执法强

化整改。一旦发现违法行为，迅速安排执

法人员到达现场，责令商户立即整改；对

拒不整改的商户，联合城管、市场监管、安

监等执法力量及联勤联动队伍，开展专项

联合行动。通过连续性、高强度整治挤压

跨门经营空间，避免执法“时间差”，推动

清单内点位逐一拔点销项。

考虑到整治后或将出现“回潮”情况，

街道在整治行动结束后马上启动固守计

划，组织街面辅助固守人员对易回潮的顽

固点位进行“全天候”跟踪巡查，严控回

潮。

“防回潮是最难的一步，需要发现违

法行为第一时间进行联动执法，建立强有

力的‘防回潮’机制”。

上钢新村街道城管中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同时，积极倡导商户转变经营理

念，通过微信营销等方式取代线下宣传，

从而遏制商户的跨门经营行为。

从上月至今，上钢新村街道已累计开

展各类执法行动 27次，出动执法及联勤

联动力量 370 余人次，开具立案文书 97
单，暂扣物品 7车，基本实现跨门经营“零

反复、零新增”。

8月18日，“一瓶水的接力”公益行
动志愿者来到金桥镇佳虹居委红十字服
务站，与社区垃圾分类志愿者一起学习
交流，并向社区垃圾分类志愿者们送上
慰问品，感谢他们为这座城市的付出。

“一瓶水的接力”公益行动由市文明
办、市总工会、上海市绿化与市容管理局
指导，由上海申美联合新闻媒体单位共
同发起，多家爱心企业参与。

图为“一瓶水的接力”公益行动志愿

者为金桥镇垃圾分类志愿者送上高温防

暑用品。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8月20日起，

海洋环保艺术装置“不止漂流”在中国航

海博物馆展出。

该装置以深蓝色为主色调，模拟浩

瀚无际的海面，海面上漂浮着被人丢弃

的小黄鸭、塑料瓶、泡沫塑料等各种垃

圾，艺术化地展现了处置不当的生活垃

圾最终漂流入海的场景。装置将海面纯

净的“美”与被垃圾污染的“丑”形成鲜明

对比，以情感共鸣的艺术表达方式，呼吁

社会公众注重垃圾分类，提高海洋环保

意识。

艺术装置上的垃圾是通过4名“海洋

发声者”搜集和线上征集而来。8 月上

旬，挪威驻沪领事馆总领事尹克婷在挪

威领事馆内开展垃圾置换活动，用环保

袋与员工置换了塑料袋、塑料瓶等垃圾；

著名艺术家吕忠平走进海滩捡拾海岸垃

圾，身体力行向海边的游客传达“清洁海

洋，从我做起”；自由潜水运动员王奥林

在街头向路人置换垃圾，收集了许多一

次性吸管、奶茶塑料杯、塑料袋等；探险

家豆豆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内开展海洋环

保课堂并向小朋友传授垃圾分类知识。

这些“海洋发声者”用自己的个人影响

力，在为艺术装置收集垃圾素材的同时，

不遗余力地向广大市民宣传海洋环保理

念。为搜集到更多用于展示的垃圾，中

海博线上发起了“有故事的垃圾”征集活

动，成功收集到潜水员在东南亚海域从

海底收集的垃圾，还有探险家从珠峰上

带回的垃圾。

通过线上线下收集而来的20公斤垃

圾，经过了专业消毒去味处理，“海洋发

声者”、大学生、小朋友、社会企业志愿者

等，在当代艺术家吴琼的指导下进行集

体创作，完成了艺术装置的搭建，最终呈

现于观众面前。

今年 8 月至 10 月底，中海博策划推

出“3070 航海季”主题活动，聚焦于“海

洋垃圾与生活垃圾”的主题，以海洋环

保艺术装置的集体创作与展示为基础，

揭示人与海洋、海洋垃圾与生活垃圾之

间的关系，号召更多人关注海洋环境及

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后续还将发布“不

止漂流”海洋环保艺术装置从无到有的

影像记录，通过线上传播产生更大、更

广泛的宣传效应。十一黄金周期间，还

将推出更多海洋环保与垃圾分类相关

的活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8月 20日，在周浦镇民营企业工

匠精神故事会上，来自上海澳星照明电

器制造有限公司的 3名工匠讲述了自

己的成长故事。该活动由周浦企业文

化促进会牵头举办。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今

年是周浦企业文化促进会成立的第 30
个年头。30年来，促进会定期组织镇

内企业开展企业文化研讨会，通过企业

间的互动交流，探讨经验，促进企业发

展。与此同时，协会打造了多个文化品

牌项目，包括周浦企业文化论坛等。截

至目前，协会共有团体会员10家，个人

会员56名。

在周浦企业文化促进会的帮助下，

不少企业打造出了各有特色的企业文

化。其中，上海澳星照明电器制造有限

公司以党建文化引领企业文化，以工匠

精神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周浦镇

域内企业文化建设的代表。公司总经

理陆建辉介绍，公司多年来坚持以制度

化标准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同时坚持参

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包括与贵州遵义

市龙潭小学结对精准扶贫、助力傅雷精

神传承等。“我们希望以企业文化进一

步创造企业价值，同时带动员工共同发

展。”他说。

“让工匠们立足岗位，讲述自己的

故事，一来可以向更多人传递工匠精

神，二来也能激发企业发掘企业精神，

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周浦企业文

化促进会会长陈军贤说。

事实上，企业的发展对当地发展同

样有着促进作用。周浦镇文化服务中

心主任朱平红表示，希望镇内企业在做

好企业文化建设的同时，履行好企业职

责，为周浦各项事业发展服务。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 通讯员 顾俊）

日前，“指尖上的吴中”苏州工匠园体验中

心在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开幕。来自吴中

的十余名工艺大师展示高超技艺，“指尖上

的传奇”引得中外旅客连声赞叹。

本次展览分为“精雕细琢”“锦绣浮

生”“苏作心选”“文旅一脉 匠心独韵”等

板块，以图文介绍、艺术品展示、宣传片播

放、多媒体互动等方式呈现苏州手工艺资

源。

活动现场，香山建筑技艺、苏绣、核雕、

缂丝、澄泥石刻等吴中区的十个工艺门类

齐齐亮相，苏绣姚建萍、核雕许忠英、苏扇

盛春等工艺美术大师悉数到场。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姚建萍表示，非

遗不仅仅是一件件传统手工艺作品，更

是可见可参与的生活，让传统技艺与现

代大众文化生活相结合，才是非遗传承

发展的根本。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8 月 20 日，

DOTA2国际邀请赛在梅赛德斯-奔驰文

化中心拉开帷幕，这是这一全球顶级电竞

赛事的亚洲首秀。为了做好保障工作，城

管世博中队无缝执勤，展现整洁优美、文明

开放的世博形象。

本次赛事将持续到 8月 25日，对于世

博地区的城市管理部门而言，该赛事是一

场全新的挑战——赛事时间长达 6天，每

天有1.6万名观众频繁进出场馆，其中有许

多远道而来的外国观众。

开赛当天上午7点，世博城管中队的队

员就已经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附近就

位。比赛期间，中队全体队员错峰上岗，从

早上7点到晚上23点无缝对接执勤。“我们

已经启动了重大活动一级保障机制，巡查模

式与岗点保障相结合，车巡和步巡相结合，

确保核心区域，扩大巡查范围，杜绝死角出

现。”城管世博中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中队在

紧邻场馆的庆典广场设置了两个现场指挥

部，领导小组成员全程进驻，实现一线指挥。

此外，根据国际化赛事保障经验，一支

包含 4名硕士在内的 10人英语小分队，也

被打散、编入各个班次的执勤小队中，确保

全时段都有语言特长的队员，能够用英语

为国际友人提供服务。

事实上，世博管理局、世博公安处、消

防世博救援大队等相关部门单位，早在半

个月前便与赛事主办方沟通协调，梳理现

场问题，确保赛事沟通畅通。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施晨

霞）“检察官，我们考上大学了。”日前，小

甲、小乙、小丙、小丁（均为化名）四个孩子

高兴地把各自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给浦东

检察院的检察官看，检察官由衷地祝福他

们。而一年前，检察官正为他们犯的错误

发愁。

2018年 5月，宋某某与另一学校的学

生闹了点小矛盾，纠集了当时正在上高二

的小甲、小乙、小丙和小丁等前去理论。

到了校门口，想找的人没找到，就在校门

口向小正（化名）打听该人去向。

然而，几人觉得小正回答的口气太冲，

为逞强，宋某某等人决定要“教训”下小正，

便尾随其到一小区门口，对其实施殴打。

后经法医鉴定，小正构成轻微伤。公

安机关以寻衅滋事罪立案侦查。其中，宋

某某另案处理。

从案件本身来看，该案案情简单、事

实清楚，但检察官细致审查案件后认为，

每一件涉未成年人的案件并不简单，最终

的决定都将影响孩子们的未来。本案中

的几个孩子正面临升学的重要阶段，一旦

起诉至法院，将直接影响他们未来的发

展。如何达到最大限度教育与挽救未成

年人的目的？检察官为此作了更多考量。

检察官通过社会调查、心理评估等了

解到，小甲等人此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此次案件完全出于意气用事，情绪自控能

力不强、法治观念淡薄，属偶发性犯罪。

同时，检察官多次调解犯罪嫌疑人与被害

人双方矛盾，小甲等人也积极作出赔偿，

并获得被害人及其家属谅解。

经综合评判，检察官认为，小甲等人

具备有效考察帮教条件，于是对小甲等 4
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决定，考察期限

为6个月。

考察期内，小甲等人在社工的帮助

下，积极参加系列公益活动，整体表现良

好。在此期间，检察官也时常与小甲等人

保持联系，定期跟踪回访，及时掌握其学

习、思想动向。

最终，小甲等人均顺利通过考察期。

浦东检察院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而他们，也不负期望，顺利考上大学。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日前闭幕，上海代表团共获得

73枚金牌、72枚银牌、75枚铜牌。其中，

浦东运动员获得金牌 13枚、银牌 9枚、铜

牌16枚。

本届青运会，上海代表团共有 1155
名运动员参加了 43个项目 587个小项的

决赛，其中119名浦东运动员参加了17个
大项、65个小项决赛阶段的比赛，71名运

动员在各比赛项目中夺得前八名的成绩，

并获得金牌 13枚、银牌 9枚、铜牌 16枚。

其中，体校组获得了9金、8银、14铜；俱乐

部组获得 4金、1银、2铜。获金牌的项目

分别是自行车、游泳、水球、田径、短道速

滑、高尔夫、空手道。

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开幕式上，

浦东女子跳高运动员陆佳雯担任上海代

表团的旗手。在田径乙组女子跳高决赛

中，陆佳雯以 1.90m的成绩获得冠军，并

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也将今年世界青少

年跳高最佳成绩提升了1cm，这一成绩达

到了国际健将的标准，亦是今年全国的最

好成绩。

对于刚满 16岁的陆佳雯来说，本届

青运会是她步入青年阶段很好的开头。

在得知自己成为本届青运会上海代表团

旗手后，她感慨地说：“旗手是上海青年运

动员的代表，在今后成长的道路上，我会

继续保持勤奋与努力，稳步提升自己，向

上海的优秀运动员学习，努力创造上海的

新高度。”

全国青年运动会是由国家体育总局

主办的全国综合性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举

办一次。

上钢新村街道探索城市治理“三步曲”

基本实现跨门经营“零反复、零新增”

“一瓶水的接力”
关爱垃圾分类志愿者

高中生围殴他人需负刑责 检察院酌情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官，我们考上大学了！”

浦东机场推出
工匠园体验中心

中国航海博物馆展出海洋环保艺术装置

再现生活垃圾漂流入海场景

周浦注重企业文化建设

邀请企业工匠讲述成长故事

全国青年运动会闭幕

浦东运动员摘13金9银

DOTA2国际邀请赛考验城市管理能力

世博地区全力以赴迎战大客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