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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章磊）新增环境

教育基地、市安静居住小区获授牌，

自然笔记大赛一等奖得主获表彰，

十余家单位摆摊传播环保知识……

6月 5日是世界环境日，新区生态环

境局举办环境日启动仪式和环保嘉

年华活动，多方位展现了浦东在生

态环保方面的成果。

今年的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旨在进一步

提升全社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

气候变化意识，坚定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为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凝聚

共识、汇聚力量。

“十三五”期间，浦东生态环境

质量明显改善。2020年数据显示，

浦东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89.1%，较 2015 年上升 15.7 个百分

点；PM2.5年均浓度下降到30微克/
立方米，较2015年下降40%；基本消

除劣V类水体，744个水质考核断面

全部达标，其中39个国考、市考断面

连续两年全部达标，较 2015年上升

66.7 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达到

18.21%，较 2015 年提升 4.1 个百分

点；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3平方

米，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浦东人民对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调查数据表

明，浦东公众对生态环境满意率较

2015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

启动仪式上，位于川沙新镇的浦

公节能低碳馆获得授牌，成为新区第

19家环境教育基地。此前浦东已经

拥有包括浦东新区环境监测站、九段

沙湿地生态展示馆、上海国际旅游度

假区垃圾分类教育示范点等18家国

家级、市级和区级的环境教育基地，

展现浦东生态环境建设成就。

获评2020年上海市安静居住小

区的证大家园三、四期居民区，也在

仪式上正式获得授牌。居委会主任

桂羿力告诉记者，为创建市安静居

住小区，居委会制定了多项小区公

约，涉及文明养犬、装修等，为居民

营造一个安静的居住氛围。

环保理念需要从小培养。当天

的环保嘉年华上，十多个摊位一字

摆开，介绍电子废弃物的危害和再

利用、旧衣回收、星级河道、垃圾分

类处理等生态环保内容，并配以趣

味互动，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参观体验。还有一批孩子在活动中

亮相，他们是在浦东新区“触碰自

然，描绘乐趣”第二届自然笔记大赛

中获奖的小学生代表。来自唐镇小

学的二年级学生郭聪瑶，凭借着自

己的细心观察创作了“奇妙的蝴蝶”

自然笔记，获得了小学组一等奖。

生态浦东，正从方方面面渗入市

民的生活。新区生态局表示，将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把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作为“十四五”

时期的奋斗目标，把推动减污降碳协

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持续打好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拓展绿色生

态空间，加强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的保护，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切实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

生态环境的殷切期盼和需求。

本报讯（记者 章磊）世界环境

日前夕，由上海市河长办、上海市文

明办、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联

合举办的第三届“最美河道”系列创

评活动评选结果正式出炉。浦东新

区有 7条段河道获评“最美河道”，

另有 7条段河道获得“最佳河道整

治成果”称号。

据悉，经自主推荐、材料审核、

实地走访、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程

序，全市范围共评选出 50条“最美

河道”、50条“最佳河道整治成果”、

60个“最美护河志愿服务组织”及

200名“最美护河志愿者”。

浦东获评的7条“最美河道”包

括赵家沟（金京路-申江路）、三八

河（杨高路-罗山路）、小浦港、明华

港、九星河、陈家沟（顾唐路-瑞昌

路）和丰乐港；7条“最佳河道整治

成果”则包括西新港（华夏西路-三

林北港）、新春 67 号河、张江曹家

沟、瓦南机口西、马厂4组田间支河

3、陆凌河、西张家浜（前进 7号河-
川杨河）。

赵家沟属市管河道，为浦东新区

主干河道“五横六纵”的最北“一横”，

全长 10.313公里。2019年，赵家沟

（金京路-申江路）1.01公里河段被评

为一星级河道，目前已获评为上海市

三星级河道。这次获得“最美河道”

称号，算得上“锦上添花”。

此外，在本次评选活动中，浦东

新区有包括航东村护河志愿服务

队、港口居委河道志愿服务队在内

的 6个组织获评“最美护河志愿服

务组织”，还有傅国昌、唐明、汪忠军

等13人获评“最美护河志愿者”。

航头镇的航东村护河志愿服务

队成立于 2017年，每周开展河道巡

查工作，每月组织开展垃圾清理活

动，还组织成立了草根河长议事厅，

每月定期召开议事会，为航东村的

河道保护做出了贡献。

家住川沙新镇会龙村的傅国昌

是一名退休教师，河道整治过程

中，总能看见他带着红袖章在现场

的身影，打捞河道中的垃圾、发动

邻里乡亲一起保护河岸环境，为会

龙村打造美丽乡村河道奉献了自

己的力量。

据介绍，从 2018年至 2020年，

连续三届“最美河道”创建评选活

动，已经评选出 100 条“最美河

道”，100条“最佳河道整治成果”，

110个“最美护河志愿服务组织”和

400名“最美护河志愿者”，展现出

中小河道整治的综合性成果。

本报讯（记者 陈烁）记者近日

获悉，自 6月 5日起，临港新片区实

行环评、水保方案审批合一，建设单

位只需提供一套材料，即可一次审

批，审批时限从 30 天压缩至 7 天。

至此，临港新片区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实现了环评、水保、排污许可证

“两评一证”合一。

临港新片区生态和市容管理处

处长龚红兵介绍，这一审批改革是

推行跨领域、跨行业、跨专业行政审

批事项的整合，从方便市场主体“一

件事一次办”的角度出发进行流程

再造。

今后，建设单位在临港新片区办

理项目环评文件、水保方案审批（告

知承诺制审批除外）时，由原来分开

办理的两项行政审批，改革为“一表

申请、一口受理、一并审查、一张许

可”的“四个一”综合审批新模式。

据了解，环评文件、水保方案审

批的法定要求均为项目开工前取得

批文，建设单位启动编制环评文件、

水保方案及准备送审的阶段一致。

两项审批虽分属于生态环境和水务

不同领域，但均由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生态和市容管理处负责承办。于

是，临港新片区通过大胆改革打破

了跨领域行业壁垒，实现审批过程

中跨专业的一并受理审批。

流程简化后，审批时限大幅压

缩。原先，环评文件、水保方案分开

办理审批至少需要 30个工作日的

审批时限，合并审批后，参照水保方

案审批最少的承诺时限直接压缩至

7个工作日。

与此同时，此次审批改革也在

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了环评、水保、

排污许可证“两评一证”合一。去

年，临港新片区已实现了环评、排污

许可证“两证合一”，加上此次跨领

域的水保审批，进而实现“两评一

证”合一。

据悉，此次审批创新试行期 2
年。“通过本次改革，致力于进一步

降低建设单位审批成本、节约审批

时间，提高审批办理便利度，从而推

进临港新片区项目快速落地，体现

新片区速度，充分发挥临港新片区

集中行使行政事权系统集成改革效

力。”龚红兵说。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世界

环境日前夕，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发布了《2020上海市生态环境状

况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

报》显示，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主要污染物浓度进一步下

降，环境空气六项指标实测浓度

首次全面达标。

《公报》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0年，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指

数（AQI）优良天数为319天，AQI
优 良 率 为 87.2% 。 细 颗 粒 物

（PM2.5）年均浓度为 32 微克/立
方米，二氧化硫（SO2）、可吸入颗

粒物（PM10）、二氧化氮（NO2）年

均浓度分别为 6、41、37 微克/立
方米，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低

值；臭氧浓度为 152 微克/立方

米，一氧化碳（CO）浓度为 1.1毫

克/立方米。六项指标实测浓度

首次全面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二级标准（其中 SO2、CO持续达

到一级标准，NO2首次达到二级

标准）。2020 年，全市道路扬尘

移动监测平均浓度为 109 微克/
立方米；各区道路扬尘移动监测

平均浓度范围在 100-123 微克/
立方米之间。

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

保持稳定。2020年，全市主要河

流的259个考核断面中，Ⅱ-Ⅲ类

水质断面占 74.1%，Ⅳ类断面占

24.7%，Ⅴ类断面占 1.2%，无劣Ⅴ
类断面。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

磷平均浓度均呈明显下降趋势，

2020 年分别为 4.1 毫克/升、0.51
毫克/升、0.159 毫克/升，较 2019
年分别下降 6.8%、16.4%、16.8%。

上海市 4个在用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水质全部达标（达到或优于Ⅲ
类标准）。此外，地下水环境质

量、海洋环境质量等方面的主要

指标保持稳定，农用地土壤环境

质量总体较好。

2020 年是上海市第七轮环

保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年，当年上

海市环保投入资金约 1087.86亿

元，相当于同年全市生产总值

（GDP）的 2.8%。其中，城市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454.61亿元，

污染源防治投资为233.98亿元，分

别占总投资的41.8%、21.5%，持续

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

2020年，本市完善并依托生

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协调推进平

台，圆满完成第七轮行动计划各

项既定任务。修订印发《上海市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清单》、

《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

系的实施意见》和实施细则，围绕

8大体系共部署了58项主要任务

和细化措施。

本报讯（记者 张敏）浦东法院日前介绍，为深入贯彻

落实将学习教育贯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始终的要求，切实

把深入推进队伍教育整顿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工

作动力和实实在在成果，浦东法院刑事审判庭积极延伸审

判职能，努力传递司法温度，以满足人民群众法治需求为

出发点，以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问题为落脚点，结合刑事审

判工作，创新工作机制，推出了多项“为群众办实事”工作

举措。

近日，刑事审判庭在排查长期未结案情况的过程中，

发现一起被告人身患严重疾病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到庭应

诉的积压案件。因本案不具备远程开庭的条件，且被告人

实际情况不宜长途跋涉，为妥善解决此案，避免案件长期

久拖不决，经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后，报分管院长批准，决定

由刑事审判庭庭长张杰、副庭长刘娟娟、承办法官陈玮组

成合议庭，会同浦东检察院公诉人一起前往浙江省象山县

被告人住所现场开庭。

该案当庭宣判，被告人张某某因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庭审后，被告人当场表示服

从判决。

2020年 11月 30日，法院受理了被告人刘某某等人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该案中，刘某某年事已高，罹

患癌症已到了晚期，每日上午需在户籍地四川成都某医院

接受化疗、放疗，并且行动不便，不能长途旅行，无法至上

海出庭受审，导致案件长期未结。

2021年4月16日，刑事审判庭使用“云间”系统进行了

远程开庭，公诉人、辩护人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现场连

线，在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开启了“云法庭”。在法官的主

持下，控辩双方各自发表了意见，并通过电子签名的方式

确认了庭审笔录。本案将择期进行宣判，而此次庭审仅用

了半小时。

庭审结束后，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法院考虑他们的实际

困难安排远程视频开庭表示感谢，让他们感受到了司法的

温度。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昨天，第二十七届上海电视节

在上海展览中心正式开幕。广大市民不仅能宅家在电视

荧屏前观赏到内容丰富的中外节目；也能欢度美好夏夜时

光，以夜为幕与大家共享影视饕餮大餐。

昨晚，本届电视节“白玉兰导赏”线下惠民放映活动来

到金桥国际商业广场。在露天广场上观剧，幕布承载着人

情，光影传递着温馨，美好旧日时光仿佛回到眼前。

记者在金桥国际商业广场看到，露天放映也严守防疫

措施。观众需通过“文化云”实名制预约。入场就坐后，需

保持1米以上的安全社交距离，放映点也配备了消毒液、免

洗洗手液、口罩等用品。

晚上 7点 30分，以商场的璀璨霓虹为背景，英剧《荣

誉》投射上幕布。2K的分辨率、5.1声道的音响设备，带来

不亚于电影院的观赏体验。

“小时候，我在家附近的静安公园，看过露天电影。”74
岁的潘先生，是场内最年长的观众，“不同的是，以前大家

都挨着坐，现在坐得开了。因为疫情，可以理解。”看了一

会儿后，他又感慨道，“时代进步了，现在电视和电影的画

面效果，我看已经差不多了！”

很快，放映场地的围栏外，聚集了更多观众。10岁的

黄珈茜一只手牵着妈妈，一只手拿着冰淇淋，伸长脖子努

力让脑袋高过围栏，聚精会神地看着幕布。她告诉记者，

自己曾在小区篮球场里看过露天电影：“虽然有些热，但是

很有意思。”

接下来的 4天，金桥国际商业广场每晚还将放映不同

的电视节目，分别是日本纪录片《安藤忠雄：寄语下一代》、

中国纪录片《小小少年》、中国动画片《斗罗大陆》、中国动

画片《百妖谱》。6月8日晚，还将举行《小小少年》映后见面

会，主创团队将在现场与观众零距离交流。

为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

念，本届电视节的“白玉兰导赏”线下惠民放映扩大了覆盖

范围，全市共设滨港商业中心今潮 8弄、金桥国际商业广

场、上滨生活广场、松江云间粮仓文创园、奉贤区博物馆、

嘉定西云楼 6个放映点，共计放映 14部、25场海内外优秀

电视作品，这也是上海电视节惠民放映首次走进奉贤新城

和嘉定新城。6月 11日起，金桥国际商业广场等地还将参

与第二十四届国际电影节的惠民放映活动。

世界环境日 浦东多方位展现生态环保成果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深入人心

2020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

本市环境空气六项指标
实测浓度首次全面达标

第三届“最美河道”创评结果出炉

浦东再添7条“最美河道”

空中鸟瞰赵家沟。 □新区生态环境局 供图

临港新片区全国首创新模式

环评、水保、排污许可“两评一证”合一

积极延伸审判职能
努力传递司法温度

上海电视节线下惠民
放映活动走进金桥
美好旧日时光仿佛回到眼前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市民在露天广场上惬意观剧。 □倪竹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