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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敏

随着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不断发展，电

信网络诈骗时不时侵害着市民的财产安

全。浦东公安分局透露，自2019年3月起，

浦东公安在全市首创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入

户全覆盖宣传专项行动，目前入户宣传覆

盖率达 99.06%，并针对发案小区开展再入

户再宣传。7月 13日深夜，意外接通的一

通诈骗电话，让市民张小姐更为直观地体

会到精细化管理的城市究竟有多细致和体

贴。

“之前，我在新闻报道中看到过很多有

关浦东精细化管理做法介绍，这次更有了

切身体会，我觉得生活在上海浦东非常幸

福，浦东公安让我倍感安全。”7月14日00：
47，张小姐在朋友圈记录了这件事，并赞叹

“人民城市的安全感！”

7月13日21：30，张小姐意外“划开”了

一通电话，电话那头一个普通话非常不标

准的男性开口叫了她在淘宝购物时的“专

用名”。通话 2分 58秒，男子对张小姐说，

她在“天猫商城”里购买的某美容液产品目

前有赠品活动，最终询问是否需要保留权

益。“我是意外接通电话的，仔细一看是00
开头的号码，手机也提醒这是境外电话，注

意安全。”张小姐立马意识到可能接到了

诈骗电话，她也从没有购买过此类美容液，

“说实话，电话那头太吵了，中间我根本没

听清他说什么，我就说不好意思，我不需

要，就挂断了。”

不料，00开头号码又打进来，张小姐

接通后再次表示不需要，继而挂断。不到

两分钟，00开头号码再至。此次，张小姐

没有再接。“三次电话都是00开头，但是后

面号码有变化，第二通电话其实还是同一

个人，他就像第一次打电话一样，重复之前

说的话，我接了大约14秒就挂了。”

此时，张小姐手机接到上海反诈中心

的短信提醒，提示她可能接到假冒电商平

台客服人员的诈骗电话或短信，提醒切勿

透露个人信息和转账，如果咨询报案可以

拨打 110，还提供了查看反诈宣传短视频

的链接。张小姐一共接到了 3个 00开头

电话，上海反诈中心接连发送了 3条提示

短信。

22：40，上海反诈中心来电确认张小

姐是否接到诈骗电话，询问是否透露个人

信息、是否提供验证码。23：13，属地派出

所浦东公安分局航头派出所通过固定电

话来电，再次询问张小姐刚才通话是否涉

及个人信息和金钱，确认家庭住址后，表

示将有民警上门签登记表，询问是否方便

即刻上门。23：19，民警来电告知约 20分

钟后到达。

民警询问相关情况后，交给张小姐一

张“电信诈骗上门劝阻告知书”，提醒电信

网络诈骗类型、行为和手段，并明确是否添

加聊天工具、是否下载各类“办案”软件等，

表示一旦有这些行为，请配合民警劝阻并

到派出所报案。

张小姐一一说明后，接收了告知书，并

签署了《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见面劝阻工作

登记表》。“我看过上海市公安局拍过的很

多纪录片，像《派出所的故事 2019》我都看

过，非常真实。我知道这是诈骗电话，所以

我不会上当，公安民警的细致服务，让我切

身体会生活在浦东就是幸福与安全。”张小

姐说。

近年来，浦东公安分局始终将防范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工作重点，坚持

“以打开路、打防并举”，积极探索防阻之

道。今年 5月初，分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专班正式投入实战，下设的每个行动

队都有各自负责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类

型，包括兼职刷单、网络贷款、网络购物、冒

充客服、投资理财、冒充好友等，通过“以专

制专”的方式，聚焦“对象发现查控、信息核

查落地、黑灰产业打击”等重点关键环节，

采用“全量分析、类案打击”模式，全力打击

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专班成立以来，成功破获一批重点案

件，全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破案数环比上

升 141%，同比上升 27%；抓获犯罪嫌疑人

数环比上升141%，同比上升28%。

本报讯（记者 章磊）昨日，合庆镇

14组亲子家庭共同参与“小手牵大手、文

明志愿我先行”活动，携手为创城工作贡

献力量。

参与活动的是来自合庆镇机关、企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子女。孩

子们的年龄在 7到 10岁之间，一张张稚

气未脱的脸上满是参加志愿服务的好奇

和兴奋。

根据年龄大小，孩子们分成了宣传

组和清洁组。前者前往街边商铺发放各

类宣传材料；后者则负责“扫街”，捡拾地

上的烟头等垃圾。

在简单的动员和培训后，身穿统一

志愿者服装的一组组亲子家庭，前往指

定点位开展志愿服务。

“阿姨，这是一些宣传海报，希望你

们能够张贴在店里。”在父亲乔暘的陪同

下，乔隽祎走进了一家新开的商铺，将两

张宣传海报和一份禁烟标志递到了店员

手中。

乔暘是合庆镇党建办工作人员，得

知这个亲子活动后，立刻报名参加，他

说：“放暑假了，小朋友与其宅在家里，不

如出来参加户外活动，让他从小养成关

爱环境、关爱社区的好习惯，也为文明创

城助力。”

清洁组的孩子们则与家长一起，沿

着人行道认真巡视，一旦看到有烟头、果

核等垃圾，就用手中的火钳捡起来，放进

垃圾袋。在公交车站、绿化带、露天广场

……孩子们十分细心，没放过任何一个

角落。

据了解，在全国文明城区创建过程

中，合庆镇机关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开展

包干行动，利用节假日助力创城。在此

期间，不少工作人员带着孩子上阵。受

此启发，合庆镇开展“小手牵大手”活

动。

合庆镇党建办副主任朱梦莹告诉记

者，希望通过这样的亲子活动，让孩子们

体验家长为创城付出的努力，同时了解

创城的意义。“接下来，我们还会结合国

家卫生镇复审和爱国卫生运动，继续开

展‘小手牵大手’的系列活动。”朱梦莹

说。

■本报记者 李继成

一名 8岁小女孩独自坐地铁 2号线返

程，却一觉睡过头，醒来时没了方向。幸

好在热心市民和地铁站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很快找到了家人。上海地铁针对乘坐

地铁时孩子走失，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7月 10日早上 8点，正值工作日早高

峰期间，2 号线海天三路站台，一名乘客

牵着一个小女孩走下车。乘客对地铁站

工作人员说，看到小女孩独自一人在车厢

内，身边没有大人陪护，便将她带了下来。

可能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小女孩

情绪激动，不愿与人交流，这让工作人员

犯了难。当天值班站长周燕带她至警务

站，耐心安抚，并反复询问小女孩家人的

联系方式。考虑到时间较早，女孩可能没

有吃早饭，工作人员还为女孩购买了点心

食品。

为了安抚小女孩，车站员工轮番“上

场”，轻声安慰。经过一番安抚和疏导，小

女孩的情绪终于有所缓和，一边吃着点心

一边和工作人员交流起来。

原来小女孩今年 8岁，她爸爸要坐早

上的航班前往重庆，一大早送爸爸到虹桥

机场，然后原路返回。但由于起得早，女

孩在车厢里很快睡着了，醒来后也不晓得

自己坐到了哪里。幸好车厢内有热心乘

客发现小女孩“落单”。随后，工作人员与

小女孩的母亲取得了联系，上午 9点半左

右，小女孩的母亲赶到车站，将孩子接走。

针对乘坐地铁时遇到孩子走失的情

况，上海地铁提醒乘客要第一时间联系车

站工作人员，必要时报警；同时，建议乘客

留意车站广播，切勿盲目跨站寻找，以防

错过寻找孩子的最佳时期；平时教会孩子

一些安全常识，在公共场所，不要让孩子

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最近，东方医院南院开展健康讲座

和护患交流活动，持续推广“番茄树心

脏健康理念”。东方医院可谓是浦东近

30年改革开放民生事业发展的缩影，特

别是 2015年荣获全国文明单位以来，

东方医院坚持改革创新，致力于推进医

疗品质一流的现代化公立医院建设。

作为浦东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头

羊”，近年来，东方医院积极建设国际医

学中心，打造医院文化品牌。以陈义汉

院士领衔的心脏中心及诺奖得主马歇

尔教授领衔的消化病中心努力建成上

海乃至全国领先的一流学科，多个院士

工作站落户东方医院，为浦东发展保驾

护航。医院勇当医疗改革“排头兵”，在

上海市医疗系统率先开展药耗集中采

购、探索薪酬绩效岗位综合改革，首创

医务社工+志愿服务新模式，汇集社工

部 17年专业历程的《医务社会工作与

医院志愿服务协同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获 2017年中国医院协会医院科技创新

奖三等奖，全国首创的“无声有爱”助聋

门诊运行 5 年，服务聋人患者 7000 人

次。

医院党委坚持顶层设计、载体创

新，开展医院文化建设季活动，文化建

设贯穿全年，坚持一流党建促一流业

绩，持续开展“东方工匠”“文明示范集

体”“示范病区”“东方文化讲坛”等文化

活动，利用多院区医联体党建联建社会

监督作用，发挥劳动模范、党员先锋、岗

位能手的引领作用，围绕医务社工、志

愿服务、慈善医疗、对口支援、灾难救援

等固有品牌，弘扬正能量。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医院党委第一

时间进行动员、制定方案，医院先后派

出4批次66人驰援武汉金银潭医院、武

汉三院、东西湖区方舱医院、武汉六院

等。医院在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成立

了临时党支部，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

战斗姿态奋战在一线。2月4日救援队

10辆专业车辆装载帐篷医院等 30吨物

资，由党委委员、副院长雷撼带队出发

奔赴武汉，成为首批进入“武汉客厅”东

西湖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

临时党支部全体党员面对党旗庄

严宣誓，不畏困难、科学救治、务求全

胜；领队雷撼、执行队长孙贵新都是老

党员，每天都冲锋在前；15名党员第一

批进入方舱。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深

深激励了全体队员，24名同志在鄂递交

入党申请书；救援队李昕、尹媛媛、周程

辉和支援金银潭医院的许诗琨、徐筠 5
人火线入党。救援队被评为全国卫生

健康系统疫情防控先进集体，同济大学

团委授予武汉救援队“青年突击队”称

号；东西湖方舱医院授予雷撼突出贡献

奖，全体队员都荣膺浦东新区抗疫工作

先进个人。

医院党委第一时间组织“白衣执

甲，战疫有你——抗疫主题报告会”。

首批在除夕夜出发的援鄂队员徐月良、

许诗琨、徐筠深情朗读亲情家信；第二

批出发援鄂的蔡小红、赵清雅娓娓讲述

战地情谊；救援队援鄂领队雷撼、队员

李昕分别演讲“方舱之师”；援鄂干细胞

小分队队长李强用亲身经历讲述科技

抗疫；“雪龙 2”号唯一一名随船医生郝

俊杰以视频故事讲述雪龙战疫。英雄

的群体展现了东方人不畏困难、敢于胜

利的风采，弘扬了崇高的职业精神。在

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医院全体

医护人员在医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团

结一心，迎难而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白

衣天使的职业精神，向党和人民交出了

一份合格答卷。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复旦大学附属

浦东医院核医学科昨天启用。

核医学除了可以诊断、治疗癌症，还可

以诊断、治疗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等代谢

病。浦东医院学科办主任余明华透露，此

前，核医学在原南汇地区是个空白，既没设

备也没医生。

余明华说：“上周，浦东医院成功进入三

级医院行列，从零开始的核医学科也得到跨

越式发展。”怎么跨越？首先是人才。借助

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的优势，浦东医院为核医

学科引进的学科带头人是刘兴党——博士

生导师、上海市核医学质量控制中心主任。

“我来浦东就冲着能干一番事业，作为

一名学者，做一个科室开创者感到很荣幸。”

刘兴党说，“我们就是冲着行业最高水平去

的。”硬件，全国只有350台PETCT，现在浦

东医院也有了，全国只有不到 700 台

SPECT/CT，浦东医院也配好了。“这么说

吧，浦东医院核医学科的硬件是国内一流

的；人才也是照着行业一流招聘的，等到8月
份，浦东医院的核医学科一定能满足患者的

所有需求。”刘兴党说。

起跑就是冲刺，对老百姓却意味着“家

门口”的医疗就是最好的。浦东医院核医

学门诊开放后，刘兴党就带着科室人员在

崭新的设备上“试水”，“你看，这位老是感

觉口干的患者，通过SPECT唾液显像可以

清晰地看见她的腮腺‘消极怠工’了，医生

可以明确诊断病情从而精准治疗。”刘兴党

说，补上核医学科这块短板，从医院来说是

完善了学科配置；对患者来说，则是得到了

“家门口”的精准医疗，享受到浦东改革开

放的红利。

惠南镇居民小孙在单位例行体检中查

出患上甲状腺癌，并且已有淋巴转移。手术

后，小孙需要做核素治疗。“以前浦东只有几

家老牌的三级医院有核素病房，现在在家门

口的浦东医院我就可以得到一流的诊疗

了。”小孙说。

文明单位巡礼

深夜接到诈骗电话 警方提醒接踵而至
市民：精细化管理让浦东更安全

发放宣传资料 捡拾街头垃圾

小手牵大手 携手助创城
8岁女孩乘地铁睡过头没了方向
上海地铁提醒不要让孩子离开视线范围

填补地区空白 满足患者治疗需求

浦东医院核医学科昨天启用

努力建设一流品质现代化公立医院

▲昨天，浦东医院核医学

科正式启用。

◀浦东医院核医学科硬件

国内一流。

□沈诗语 摄

小朋友把创城宣传海报送到店铺。 □倪竹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