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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章磊）社区治理，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助

力。近日浦东新区公益服务项目“供需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组

织召开项目需求发布会，让需求街镇和社会组织面对面交流。

今年 5月，浦东新区民政局启动了社区治理项目供需对接

工作。经过前期的立项征集，首批8个街镇的12个社区治理项

目需求新鲜出炉。这 12个社区治理项目聚焦居民自治金项目

管理、“三会一代理”培训、社区公共空间的运维等内容，涉及金

额约127万元。项目需求一经发布，受到了广泛关注。

新区民政局介绍，此次社区治理项目供需对接工作旨在结

合今年社区治理重点工作，为各街镇提供“一站式”对接服务，

帮助各街镇匹配到专业、合适的社会组织，回应社区治理中遇

到的问题和难点。

发布会上，8个需求街镇的代表逐一介绍了街镇基本情况、

项目需求和委托期望。随后，25家社会组织分别结合自身业务

范围、擅长领域和经验进行了自我推介。在互动交流环节中，

供需双方围绕项目需求和具体要求，你问我答，加深了相互之

间的了解和对项目目标的理解。

据悉，发布会后，有意愿的社会组织还可深入社区开展调

研，结合调查结果形成项目方案。随后，“供需对接·一站式服

务”平台将举行评审会，邀请专家与各街镇代表共同为项目落

地提出建议。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文化，是

百姓小康生活的重要指标。记者近

日从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获

悉，2020年浦东新区公共文化配送

即将启动，并已于6月中旬启动产品

点单流程：36个街镇须从上海沪剧

院、越剧院、滑稽剧团、木偶剧团、评

弹团、淮剧团、杂技团、话剧艺术中

心、独脚戏艺术传承中心这9家上海

市级文艺院团的39个演出产品中任

选其一，开展点单配送演出。“四史”

主题文化产品也将开启云配送。好

戏加持下，“冰封”许久的浦东公共文

化舞台将在今夏重放光芒。

线上为主
线上线下配送相结合

6月17日下午，2020年浦东新区

公共文化配送业务专题培训会在新

区文艺指导中心举行。会上透露，今

年上半年因疫情影响，全区公共文化

常态化配送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和机

遇。在线下配送工作暂停的同时，新

区积极推动公共文化供给产品库数

字化，以“城市缤纷艺术季”为年度主

题，配送工作通过浦东文化云等数字

平台，把文化产品直接推向宅家抗

“疫”的浦东百姓，进一步拓展供给的

覆盖面，并倒逼相关服务的转型升

级。

而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从

6月起，浦东新区公共文化产品从云

配送为主，逐步过渡到线上、线下配

送相结合的模式。一是逐步恢复常

态配送，即通过需求主体自主点单的

方式进行配送。二是开展专项配送，

即新区文化配送机构根据重要时间

节点开展配送。上述两项配送的范

围为新区各开发区、各街镇、社区、农

村和各类院校、驻区部队、敬老院、工

地、商圈、楼宇及家门口文化服务站

等。同时，专项配送更加注重兜底

线、促均衡，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覆盖

到浦东远郊、农村和特殊群体。

2018年浦东实现了全区36个街

镇的“家门口”文化服务全覆盖，建成

1200多个标准化的“家门口”文化服

务站。与此同时浦东近年来也着力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水平。

在浦东公共文化供给服务平台上线

后，去年实现了“一居村一账号”。今

年，点单流程进一步明确居村的自主

选择权，由过去常常出现的街镇直接

“包办”居村点单内容，转变为居村提

诉求，街镇统筹与把关，让公共文化

服务更精确地对接百姓文化需求。

“四史”集赞
打造浦东文化热力榜

1200平方公里的浦东大地上，生

活着500多万浦东人。公共文化配送

工作要发挥好实效，还必须要解决好

“众口难调”的现实问题。这项工作的

有力抓手，就是制订出一份内容海量、

种类丰富的产品供给清单。经过多年

的积累，浦东的公共文化产品库已包

括文艺演出、文化讲座、艺术导赏等10
多个类型的近2000种文化产品。

根据街镇自主点单规则：每个街

镇全年自主点单额度为8万，全年点

单演出类场次不少于6场（含1场市

级剧团演出），其他类活动（导赏、讲

座、展览和特色活动等）不少于6场，

对于同一主体同一供给类型的产品，

年度点单不超过1场。

作为公共文化配送工作的“明

星”产品，9家上海市级文艺院团的

39个演出产品，是各街镇必须要择

一点单的“必选项”。记者翻阅清单

发现，这些产品中既有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的莎士比亚经典喜剧《驯悍记》、

上海越剧院经典越剧《梁山伯与祝英

台》、上海沪剧院沪剧《陆雅臣卖娘

子》、上海木偶剧团大型木偶音乐剧

《大人国与小人国》等大戏，也有折子

戏、评弹会书等进社区类演出。

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社

区指导部主任李剑表示，由于疫情防

控时期尚未结束，所以线下产品配送

工作必须要结合主管部门要求和各

街镇居村防控实际，有计划、有步骤

地恢复。现阶段暂不举行大型群众

聚集性文化演出类配送活动。室内

配送活动应在做好场馆开放的各项

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坚持活动预约、

体温检测、入场登记、佩戴口罩、间隔

就坐、人数限流等措施。配送活动供

给方应主动做好自身的疫情常态防

控工作，确保提供服务过程中的设备

卫生和人员健康。配送活动组织方

应有防控应急预案。新区也将对配

送所涉及的公共场所进行随机暗访。

疫情管控不放松的情况下，线上

也继续加强“云配送”。据了解，“七

一”前后，浦东还将上线“四史”主题

文化产品云配送项目。此外，“浦东

文化云”平台上还将推出“文化热力

榜”，市民可观看“四史”相关的文化

产品视频内容，并在线集赞。赞数或

播放数多的产品，将确定为优选菜

单，增加它们的配送场次，打造浦东

文化的“创造营2020”。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天，浦东

新区人民检察院通报4件浦东检察

院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在案件

的办理过程中，检察院探索提前介入

引导公安侦查、知识产权保护行刑衔

接、知识产权案件诉前调解、权利人

实质性参与诉讼、认罪认罚等举措，

努力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品质。

4件典型案例分别为全国首例

涉网上培训平台题库的侵犯著作权

的刑事案、自贸区首例侵犯商业秘密

案、浦东首例假冒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案及销售假冒欧普灯饰系列案。

其中在办理自贸区首例侵犯商

业秘密案时，由于该类案件往往侦办

时间跨度长、取证难度大、定性要求

高。检察官施净岚提前介入引导公

安机关侦查，探索案前会商机制，邀

请被害单位、第三方鉴定机关以及侦

办的公安机关，在充分听取被害单位

被侵权事实和证据后，就案件中的技

术难点，听取鉴定专家的咨询意见，

作出精准判断。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施净岚积极启动认罪认罚程序，促成

本案两名被告人主动召回已销售侵

权产品，并进行经济赔偿，取得被害

单位刑事谅解。在办理销售假冒欧

普灯饰系列案时，由于此案涉案人员

众多，犯罪事实复杂，浦东检察院提

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充分

发挥专业化检察官办案组优势，各组

员相互配合，在5天的办案时间内高

质高效的办理了该系列案。

“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强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力度，以知识产权保护

为切入点全力服务保障科创中心建

设。”浦东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逄

政说。据悉，浦东检察院将以高端

制造、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知识产

权保护为切入点，努力为营造公平

公正、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提供优

质高效的检察保障。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本月

初，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刑

事判决，判处被告单位上海菲桐贸

易有限公司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这

也是上海地理标志侵权追究刑事责

任的第一案。

在山东生产的葡萄酒，注册地在

惠南，经营地在外区，贴上的却是法

国波尔多葡萄酒商标，不仅公开售

卖，还明目张胆参加展会。“当事人极

有可能仍在实施侵权行为。”浦东知

识产权局保护处（执法稽查处）处长

潘春森分析。抓住这条线索，浦东知

识产权局办案人员辗转多地开展调

查搜证，最终查获了当事人涉嫌生产

销售侵权葡萄酒的违法事实，并扣押

涉嫌侵权的葡萄酒1608箱。

地理标志侵权追究刑事责任，此

前在上海并无先例。在处理案件过

程中，新区知识产权局及时启动行刑

衔接，提前与公安、检察院等部门共

同研究、制定方案，开展案件查处；另

一方面，及时向上级部门请示，向多

位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学者咨询意

见。最终，鉴于涉案商品数量较多、

案值较大，达到刑事追诉标准。

“该案查处时正值第二届进博会

期间中国与欧盟签署关于地理标志

保护协议之际，本案的成功查处是

对中欧双边协定的最好注释，向世

界展现了中国严格保护、同等保护

知识产权的决心。”潘春森说。

本报讯（曹亦菁 记者 许素菲）昨天上午 9点 30分，一辆

辆满载湿垃圾和建筑装潢垃圾的运输车井然有序地驶入位于

浦东曹路镇的黎明环保产业园。在园区内，浦东有机质固废处

理厂扩建工程和浦东建筑装潢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厂开始进

入调试阶段，迎来首次垃圾进场处理工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建筑装潢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置厂车间是

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在处理过程中所有设备都有防尘措施，

还增加了除尘喷雾设备，确保环保排放达标。浦发集团黎明资

源再利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卫华介绍道，建筑装潢垃圾在车

间中经过破袋、筛分、风选、破碎、分级筛分等处理工艺后，将变

为可利用的建筑材料。

浦东有机质固废处理厂扩建工程比邻原有的一期工程。

这里湿垃圾处理分两步走：先提取出其中有用的有机物，输送

到厌氧罐进行湿式厌氧发酵，产生沼气，然后送到沼气发电机

里进行沼气发电，同时把地沟油提炼出来作为柴油的原料，形

成资源的循环和再利用。陈卫华介绍，扩建后的有机质固废处

理厂每天湿垃圾处理量可达1000吨。经过园区内的处理后，只

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湿垃圾会进行焚烧。

为了减少垃圾清运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黎明环保产业园要

求垃圾运输车辆于每天上午5点30分开始进场，在早高峰前结

束，并在进场前对车辆的清洁状况进行打分。同时，园区也尽

力将垃圾异味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而记者在实地采访时发

现，异味也只有在垃圾倾倒瞬间产生。

目前，浦东有机质固废处理厂扩建工程和浦东建筑装潢垃

圾资源化利用处置厂已进入带料调试阶段，争取在月底做到连续

进料处理。未来，浦发环保黎明生态园将持续打造循环经济产业

链，进一步提升垃圾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循环化利用的进程。

本报讯（记者 章磊）写意画、

工笔画、行书、草书……在昨天启

动的“晚霞璀璨”浦东老年人书画

展上，130 余幅书画作品展现出

浦东老年书画爱好者的技艺，以

及对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的祝

贺。

活动承办方浦东新区夕阳红

老年服务管理中心主任杨一明介

绍，本次活动设置的主题包括两

个，一个是展现浦东 30年来的发

展和变化，另一个则是体现抗疫事

迹和人物。

年近八旬的顾洁迈为这次书

画展专门创作了一幅草书作品，内

容是为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创作

的一首诗。包括顾洁迈的作品在

内，此次共有 25幅作品分别获评

优秀奖和佳作奖。

据悉，这次书画展将在浦东新

区银龄服务中心二楼持续7天，随

后还将走进社区，开展街镇老年书

画交流。“我们希望通过打造浦东

老年人的文化养老‘书画艺术’品

牌，让老年人收获更多快乐。”杨一

明说。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一年一

度的中高考又将拉开帷幕。记者昨

天从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获悉，

强生、大众、海博、锦江上海四大出租

车企业将推出中、高考用车服务。其

中中考用车服务从 6 月 20 日（本周

六）零点起至 6月 25日 24点止预订；

高考从 6月 29日零点起至订满即终

止。强生热线 62580000，大众热线

96822，海博热线 96933，锦江热线

96961。今年，除了“62580000”订车热

线外，强生还将首次开通微信预订叫

车服务。考生及家长可关注“强生控

股”微信公众号，点击“强生服务”菜

单，选择“安心送考”栏目，填写报名

表，三日内将由客服人员进行电话沟

通确认，经核准后，就能享受一对一

的爱心送考服务。

据悉，此次四大出租汽车企业为

今年高考提供基础车辆保障数合计为

3200辆次，还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

加，同时安排 5%的备车确保应急处

置，还将首次开通微信预订叫车服务。

四大出租汽车企业运营方表示，

将全力以赴做好安全营运和防疫防

控；所有营运司机（含接送考司机）在

日常营运过程中需佩戴口罩。

本报讯（记者 陈烁）昨天，临港新片区自来水厂和污水厂

同时拿到施工许可证，计划于近期开工建设。届时一起开工

的，还有与污水厂配套的目前国内最长排海管工程，以及泐马

河河道整治工程。

临港新片区目前供水只由南汇自来水厂供应。随着未来人口

导入和产业发展，供水需求将大幅增长。为此临港新片区将在西

南靠近产业区的位置，建设一个自来水厂。此次拿到施工许可证

的自来水厂工程项目，包含一座新建水厂和配套的两路清水出厂

管，预计2021年底建成。其中，新建水厂总体规划用地面积约8公
顷，位于泥城镇，建设规模20万吨/日，总投资约9.4亿元，重点服务

临港新片区南部区域，并辐射整个临港地区。新建的两路清水出

厂管分别沿云水路与泥城路敷设，管线总敷设长度约5公里。

项目建设单位上海城投兴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规划技术部

总经理崔晨透露，水厂远期还预留了40万吨生产规模的建设空

间，以在将来满足更大的用水需求。另外，城投集团还将云计算、

大数据、BIM等技术贯穿建设、生产、运行、维护、调度等全过程，

日常运维人员控制在20人以内，打造智能“无人”值守水厂。

除了建设新的水厂，临港污水处理厂也将进行扩建。据了

解，临港污水厂二期扩建工程第一阶段工程已于2019年4月开

工，预计今年底建成，将增加 6万立方米/日的污水处理能力。

此次即将开工的是二期扩建工程第二阶段工程，将再增加 6万

立方米/日的污水处理能力，预计2021年底建成。

为解决扩建后的临港污水厂尾水排放问题，临港将新建直

通杭州湾的超长排海管工程，排污口深海设置，实行离岸排放，

达到更环保，并减少对区域通航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工程

在海域段顶管一次顶进距离 2.6公里，是当前国内外已建或在

建的最长顶距的海下顶管之一。

9家市级院团将走进浦东36个街镇

浦东公共文化舞台今夏重放光芒

浦东检察院举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通报会

加大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上海地理标志侵权入刑第一案判罚

浦东对“挂洋牌”亮剑

““晚霞晚霞””挥墨为浦东挥墨为浦东““庆生庆生””

中高考出租车
预约服务开启

新区举办今年首场
社区治理项目需求发布会

黎明生态园垃圾处理
项目进入调试阶段

临港自来水厂和污水厂
即将开工建设

书画展现场一名作者在自己的画作前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