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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敏

8月 5日清晨 5：40，周浦派出所接到

“长脚羊肉”店营业员报警：“警官，店里有

两拨人发生争执，看样子可能会打架。”

周浦派出所的街面巡逻队接到指令后马

上赶赴现场，阻止了一起可能引发的暴力

事件。

在有着“小上海”之称的周浦，美食不

可或缺，不管是半夜还是凌晨，消费者都

能尽情享用。这离不开辛勤的店家，更离

不开一群人的默默守护，他们就是浦东公

安分局周浦派出所的民警。今年夏季以

来，派出所升级管理办法，加强案情分析，

从源头强化夜市、早市管理，确保社会治

安稳定。

重点巡控 快速响应

民警汤宏伟介绍，8 月 5 日清晨的那

起警情起因其实很简单。当时，三名男子

进店时挤碰到了正在喝酒的另三人，双方

言语不和开始大声谩骂。店内营业员非

常机警，当即利用“快速报警二维码一键

扫”小卡片报警。

小卡片还是社区民警的警民联系卡，

一般发放到企事业单位、餐饮等场所，方

便群众快速联系社区民警，对咨询、求助

类事情，社区民警都能及时解决。

7月，周浦派出所通过快速出击、果断

处置多起打架斗殴警情，并刑拘了17人。

建立研判制度 实施精准管控

事实上，每当夏季尤其是夜间十点以

后，酒后打架斗殴的警情占比很大，而其

中又以发生在低端餐饮场所居多。

“处理这类警情也要耗费大量警力，

如果一名值班民警接到这样一起案件，往

往第二天一整天都要花费在后续处理事

宜上。另外，酒后打架可能会引发袭警事

件。因此，我们认为前端预防管控非常重

要。”周浦派出所所长沈泓说。

今年入夏以来，周浦派出所以周浦镇

中心沿街路段的低端餐饮店、酒吧、KTV
等场所作为整治重点，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辖区有周康路、陵园路和周市路三块

重点区段，经过排摸，这里的低端餐饮场

所共 170多家，其中有夜宵供应的约占四

分之一。”汤宏伟说。

为此，周浦派出所建立了研判制度。

综合指挥室自 7 月起落实专人进行数据

汇总和警情分析。综合指挥室关注夜间

特定场所警情，并分时、分段、分色进行预

警，及时在“小上海守护神”政务微信工作

群推送，相关管控工作立即跟进。“综合研

判分析是综合研判指挥的灵魂，对一周期

警情进行分析，综合地域、时间进行评估，

把有限的警力投放在特定的时间、地

点。”汤宏伟说。

派出所对这 170多家餐饮店进行“一

店一档”建档，并在 7 月分批召集餐饮店

经营负责人，通报警情和案发形势，并对

存在消防隐患和治安隐患情况的进行点

名，责令限期整改。

座谈会期间，有店家提出既然“酒”是

治安问题的重要诱因，是否可以出台措施

加以限制。于是产生了“约法三章”，店家

约定：7月16日起店内一律下架停止销售

玻璃瓶装的酒水、饮料；店内使用塑料桌

椅；统一使用一次性餐具和杯子；晚上 9
点以后禁售烈性酒。

“大家一致认为，要有和谐安宁的夜市

环境，必须作出一些牺牲，否则一旦发生纠

纷，一个酒瓶扔上去，就有可能引发恶性刑

事案件。”汤宏伟说。近一个月来，周浦派

出所辖区内夜间8点至次日6点特定场所

侵权类警情同比下降了15%。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沈钱

佳）增加了两万多平方米绿化，栽种各色

花草点缀，新建滨水艺术护栏……近日，

三林懿德社区河道整体环境提升工程一

期竣工，给周边居民带来了焕然一新的人

水和谐新空间。

在三林懿德社区内，有 3 条主要河

道，分别是西新港、二号河、三号河，这 3
条河串连成 H 型河道。但是，河道边空

间功能欠缺，河滨绿化缺乏特色，少量的

功能设施也存在老化现象。

周边居民对于沿河休闲娱乐、健身活

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不断有市民反映河

道周边设施老旧、通行不便的问题。对于

居民反映的这一民生问题，三林镇作出了

积极回应，几个部门通力合作，依据地形

地貌，结合河道特点，开展了H型河道整

体环境的提升工程。

整个提升项目分阶段实施，一期工程

主要针对河道周边设施、环境进行修复与

改造。首先，清理了河滨的垃圾，补种绿

化，增加绿化面积20431平方米。西新港两

岸以杉木类植物为主，结合垂柳、乌桕等，

营造出丰富多彩的水岸线及倒影。活动区

域段的植物结合步道和活动空间，增加色

叶乔木及开花大灌木，如朴树、金枝槐、北

美枫香、北美海棠等。在路口节点位置，增

加色叶开花小乔和地被，对局部露土处补

植多年生宿根花卉及花境耐荫地被。其

次，新建滨水艺术护栏900米，防汛通道护

栏894米，打造出集美观与安全一体、总体

风格统一、功能完善的社区景观。

本报讯（记者 洪浣宁）昨天，致敬大

师——上海吴昌硕纪念馆2019系列邀请

展“江苏专场”开幕。该展是上海大写意

画院和上海吴昌硕纪念馆联合打造的一

项文化品牌项目。

本次邀请展展出江苏籍中国美协会

员严克勤、包信源、王成硕、吴田玉和顾晓

东的中国画精品。“金陵画派”源于江苏南

京，在中国画众多的艺术流派中独树一

帜。改革开放以来，“新金陵画派”的传人

不断涌现，本次参展的5名画家风格各异，

并富有新意的艺术成果，代表了当今“新

金陵画派”传人的秉承实力和艺术水平。

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

本报讯（记者 黄静）记者从浦东南

汇公交了解到，自 8月 30日首班车起，南

汇地区将有 3 条线路实施调整，届时，

1071路和惠南1路实行并线，并更名为浦

东 69路，张南专线将拆分为浦东 70路和

浦东 71路两条新线。以上线路均采用无

人售票，单一票价2元。

浦东69路全程13.4公里，配车7辆，日

计划班次 92 个，高峰行车间隔 15-20 分

钟，平峰行车间隔15-25分钟，首末班车时

间为听潮南路宣黄公路5：50-20：30，金光

路塘路村委 5：50-19：40。该线走向自听

潮南路宣黄公路起，至金光路塘路村委。

增设站点为南园路汇成路（上行单向）、观

海路拱北路（双向）、盐大路拱极路（上行单

向）、拱极东路盐大路（下行单向）。撤销站

点为惠南文化艺术中心、拱北路靖海路、靖

海路拱极路、人民东路东城二村、人民东路

美食街、丰海路人民东路。

浦东70路全程26.5公里，配车14辆，

全部采用纯电动公交车，单程行驶时间约

75分钟，其中高峰班次间隔 14-20分钟，

平峰班次间隔15-25分钟，首末班车时间

为西公交枢纽站 5：45-22：20，张江地铁

站 6：33-23：52。为方便商飞公司员工和

横沔、黄楼居民的出行，线路于金科路增

加两个单向站点：金科路华夏中路、金科

路军民路；于申江南路增加申江南路川周

公路 1个单向站点；于川周公路增设 7组

双向站点：川周公路申江南路、川周公路

人和桥路、川周公路第二精神卫生中心、

川周公路迎宾大道、孙桥路川周公路、川

周公路孙环路和川周公路黄赵路。

浦东 71路全程 20.7公里，配车 6辆，

单程行驶时间约 62 分钟，其中高峰班次

间隔 27-40分钟，平峰班次间隔 27-85分

钟，首末班时间为人民东路学海路（南汇

大学城）5：00-22：20，六陈路唐黄路 6：
00-24：52。往张江方向的乘客可在六陈

路唐黄路换乘浦东 70路，往地铁 11号线

迪士尼站的乘客可在南六公路三灶站换

乘浦东51路。

周浦派出所源头强化夜市早市治理

特定场所侵权类警情同比下降15%

浦东部分公交线路周五起调整
1071路和惠南1路并线更名 张南专线将拆分

地铁7、8号线将启用新运行图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从申通

地铁集团获悉，今天起，轨交 8 号线启用

新列车运行图，7号线将于 8月 30日启用

新列车运行图，进一步缩短列车间隔，从

而缓解两条线路的拥挤状况。

根据计划，8号线启用新列车运行图

后，早高峰时段增投 3 列上线列车，进一

步缩短运行间隔。工作日早高峰，8号线

延吉中路—沈杜公路行车间隔由平均 2
分 22 秒缩短至平均 2 分 15 秒。同时，早

高峰时段最大运力覆盖时间也有所延长。

另外，工作日、双休日夜间东方体育

中心站将不再作为小交路的终点站，夜间

8号线小交路运行区段由“延吉中路站—

东方体育中心站”调整为“延吉中路站—

沈杜公路站”，以提升夜间东方体育中心

站—沈杜公路站客流输送能力。

此次工作日早高峰实现增能，除了增

加上线列车外，也得益于 8号线沈杜公路

站折返间隔较之前进一步缩短，列车周转

速度加快。

8月 30日起，上海地铁 7号线也将启

用新的列车运行图。通过早晚高峰增投

上线列车，7号线早晚高峰时段的行车间

隔均较之前有所缩短：其中，早高峰时段，

7号线最短行车间隔由之前的平均2分30
秒缩短为平均2分13秒、晚高峰时段由之

前的平均3分钟缩短为平均2分44秒。

同时，工作日早高峰时段，7号线的小

交路由之前的“上大路—杨高南路”调整

为“祁华路—杨高南路”，提升“祁华路—

上大路”区段的运能运力。

启用新图后，7、8号线各个站点的首

末班车时间均维持不变，7号线除工作日

早、晚高峰时段，8号线除工作日早高峰时

段外，其他时间列车运行间隔均不作调

整。

此次小幅增能虽然将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 7、8号线的拥挤状况，但早高峰时段

客流密集，因此，运营方仍将继续视情况

对两条线路部分大客流车站采取限流措

施，以保障乘客及运营安全。

新增两万多平方米绿化
三林懿德社区河道环境提升一期竣工

河道环境改善工程为周边居民创造了一个人水和谐的新空间。 □张轶斐 摄

致敬大师“江苏专场”开展

区域化党建单位助力金桥垃圾分类

30名义务监督员进社区“找茬”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10家区

域化党建单位的30名党员受聘担任金桥

镇垃圾分类义务监督员，前往 14个居民

区、6个公共场所检查垃圾分类实施情况。

30名义务监督员走入各小区的垃圾

箱房，打开垃圾箱盖子，查看分类设施是

否到位，投放的垃圾是否分类正确。

监督员反映，各小区垃圾投放点四色

垃圾筒统一摆放、标示明确，投放时间、分

类指南一应俱全，增设的洗手处大大方便

了居民。对于个别居民配合度不高，存在

不按投放时间扔垃圾、分类不准确的现象，

义务监督员们也提出了加大垃圾分类的宣

传力度、组织多形式培训教育等建议。

金桥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表示，本次

督查，帮助各单位对照标准找出了问题和

存在的短板，推动金桥镇垃圾分类进一步

向精细化、精准化、长效化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