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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DONG 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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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我局代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起

草的《浦东新区建立建设用地垂直空

间分层设立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欢

迎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

议。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2年6月

27日至2022年7月27日，征求意见稿

请 至 https://www.pudong.gov.cn/

14523.gkml_qtl/20220624/702707.html

下载。

为便于意见的收集统计，本次反

馈以书面邮件为准，请将书面意见邮

寄至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邮

寄地址：浦东新区合欢路2号213室。

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6月27日

关于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的公告

■本报记者 张敏

昨天，浦东新区“626”国际禁毒日活

动来到三林镇前滩太古里，在商圈入口附

近开展“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禁毒宣传。

杨思西路东育路路口广场上，一块

“新型毒品知多少？擦亮眼睛，远离毒

品！”的展板吸引了市民的注意。展板

上，特殊“邮票”“跳跳糖”“啪啪水”听上

去像是“网红零食”的各种“食品”，其实

是各种新型毒品。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禁毒社工朱叶

萍从事毒品预防等工作已经约 10年，“青

少年在一些娱乐场所可能会接触到上述

新型毒品，他们以为只是吃了跳跳糖或者

巧克力，没有仔细甄别包装。建议大家尤

其是未成年人不要随意接受陌生人的食

品，购物经由正规渠道。同时，家长作为

青少年的第一任老师，以身作则，带领孩

子走上正确的道路。”

现场，工作人员还向居民们普及毒

品种类、新型毒品危害，从而提升大家

识毒、拒毒、防毒能力。“我们推动禁毒

宣传目前有多种途径，一种是广场宣传

营造氛围，一种依托街镇将禁毒工作宣

传入户，还有一种依托网络，我们推出

了‘浦东禁毒’微信公众号方便居民群

众尤其是青少年获取预防毒品的相关

知识。”区委政法委禁毒指导处副处长

王磊介绍。

“新型毒品有很强的迷惑性，回去

后我要带着孩子们上网好好学习，大家

都应该好好重视，毒品不能沾。”市民黄

先生说。

本报讯（记者 张敏）近日，上海市浦

东新区检察院发布了《浦东检察院毒品犯

罪刑事检察白皮书（2021年度）》，梳理了

2021年受理的毒品犯罪案件，分析概括毒

品犯罪呈现的特征和趋势，并通报该院打

击毒品犯罪相关工作情况。

2021年，浦东检察院受理毒品犯罪审

查逮捕案件 52件 72人，审查起诉案件 111
件 152人，罪名涉及走私、贩卖、运输毒品

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欺骗他人吸毒罪、非

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等。

《白皮书》显示, 2021年，新型毒品犯

罪案件占到该院全部涉毒案件的比例超过

一半。部分医疗机构在麻醉、精神药品方

面存在管理漏洞，导致药品不当流入社会，

易形成瘾癖从而引发毒品犯罪。毒品犯罪

经由互联网线上勾联、物流业线下寄递的

情况较为严重。浦东新区作为出入境口

岸，面临走私毒品犯罪风险，境外人员在境

外通讯终端软件上使用小语种进行联络，

走私毒品犯罪证据的鉴定、翻译工作面临

新情况。农村地区老年人法治意识薄弱导

致毒品犯罪。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方面，2021 年以

来，该院受理的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案件为

3件3人，涉及容留他人吸毒罪和贩卖毒品

罪，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呈零星偶发态势，预

防效果突出。

面对毒品犯罪新情况、新问题，浦东检

察院多措并举确保案件办理质量。通过召

开检公联席会议、举办案件听证会等方式

多元化研判涉毒案件，不断提升案件办理

质效。面对当前涉毒案件复杂化、毒品种

类多元化的新特点，坚持深入一线、以案说

法、开展普法教育。针对浦东作为出入境

口岸的区位特征，积极应对涉外毒品案件

新趋势，开展涉外毒品案件证据审查标准

类型化工作。提出关口前移、预防在先，搭

建平台、跨界联动，规范管理，切断源头等

应对毒品犯罪的对策建议。

“应对毒品犯罪新形势、新挑战，我院

将继续立足检察职能开展惩治和预防毒品

犯罪工作，提升案件办理质效，打击毒品犯

罪，为保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维护社会安

定和谐提供检察保障。”浦东检察院副检

察长浦雪章说。

■本报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黄凤娇

“友情提示，请主动配合，扫描场所码，

谢谢。”近日，市民张先生走进陆家嘴的一

个公共厕所时，突然听到了一段语音。公

厕“开口说话”，是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数

字化助力防疫的一项全新举措。

根据上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部

署“场所码”“数字哨兵”工作指引》的规定，

浦东公厕已完成环卫公厕纸质场所码张贴

全覆盖。然而，由于公厕人流量相对较大，

公厕管理人员的保洁、消杀等常态化防疫

任务较重，无法及时兼顾扫码提醒工作。

为进一步落实如厕扫场所码的疫情防

控要求，减轻公厕保洁人员管理难度，浦东

新区市容景观管理事务中心利用数字化手

段，在小陆家嘴、世纪大道、花木行政区等

区域的 15座公厕内试点安装了红外线语

音提示器。

浦东新区市容景观管理事务中心副主

任宋军告诉记者，语音提示器采用红外人

体感应技术，当有人进入感应范围时便会

触发语音播报，提示人员进行扫码，增强疫

情管控效率，同时提醒管理人员注意有如

厕人员，及时检查场所码，做好消杀工作。

“一方面增强市民的扫码自觉性，另一

个方面也是提醒管理人员及时查验。”他介

绍说，管理部门还增加便民利民举措，针对

没有手机或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未

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增加线下登记形式，如

厕人员登记好时间、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

即可。此外，市民还可携带离线“随身码”

便捷如厕。

据悉，整套语音提示设备还自带太阳

能板充电，实现自主续航，提示的语音内容

还能自行进行调整。宋军介绍，接下来，红

外线语音提示器还将逐步安装布点至世博

地区、张江等区域，增加点位、完善布局，浦

东 14座公园周边的 18座区管环卫公厕也

将同样完成安装，逐步实现重点区域环卫

公厕全覆盖，采取“人防+技防”双重防护

措施，把疫情防控工作抓实抓细。

■本报记者 沈馨艺

“在村里就能打疫苗，方便又安全，打

完也没什么不适，很顺利。”日前，川沙新镇

八灶村村民乔阿婆在村委设的临时疫苗接

种点接种了疫苗，“感觉安心了很多。”

疫苗接种是有效阻断疫情传播强有力

的手段。为此，川沙新镇在确保疫情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以老年人为重点，加快推进

新冠疫苗的接种，通过送“苗”进居村的方

式，打通疫苗接种的“最后一公里”，为老人

提供就近接种服务。

不久前，八灶村临时疫苗接种点完成了

第二次疫苗接种专场，两次共计完成疫苗接

种近900人次。八灶村党总支书记张储军告

诉记者，疫苗接种点设置在村委活动中心，

场地最多可同时容纳200人左右，考虑到疫

苗接种后需要留观半小时，村委特意村民按

村组错时前来，“我们将在场人员控制在80
至100人，这样避免人员聚集。”

与此同时，每次接种过程中，八灶村都

会安排近10名志愿者，分别负责配合医务

人员、登记扫码以及维持秩序等。对高龄、

独居、行动不便的特殊老年人群，村委也会

提前安排好接送服务，各接种点位还配备

了饮用水、老花镜、轮椅等物资，方便老人

使用。

乔阿婆今年87岁，之前因为有基础疾

病，担心接种疫苗会引起不适症状，再加上

自行前往社区医院较为不便，就一直没有

接种疫苗。这次，听说在村里就能接种疫

苗，她早早向村委工作人员报了名。“全程

都有工作人员陪同，很方便的。”她说。

张储军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村民疫苗

接种需求较强，尤其是老年居民。“村民们

都觉得能够在家门口打疫苗很方便，所以

大家接种意愿很高。”他说，“目前，我们正

在统计最新一批疫苗接种名单，之后会及

时上报至社区卫生中心，请中心安排再次

送‘苗’进村。”

送“苗”进居村的方式，备受青睐。据

悉，5月 1日至今，川沙新镇已累计完成老

年人疫苗接种 11456人，其中第一剂 2849
人，总计完成老年人疫苗接种第一剂

41115人。

■本报记者 赵天予

一颗生菜是如何生长并最后走上餐桌

的？自家院子的花园里有哪些生物会来光

顾？近日，东明路街道的小小规划师在“云

上社区花园节”交出一份份“作业”，生动有

趣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东明正在以园林街

镇创建成果为抓手，培育新一代东明人参

与到社区治理中。

尚博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蒋晗琪正是

这份“阳台生菜观察日记”的创作者。她回

收了原本要丢弃的生菜根，用饮料瓶裁剪

制作了一个水培容器，将生菜根种植在里

面。待生菜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她又将其

移植到自家阳台上的迷你菜园中，与先前

种植的香菜、芹菜、小香葱为伴，并用相机

记录下了整个过程。

“阳台生菜观察日记”获得许多东明居

民的点赞，而在此次东明“云上社区花园节”

中，类似这样的作品共有45份。其他小小规

划师有的观察了光临自家院子的生物，有的

记录了制作花园微景观的过程……用生动

的图文记录他们与大自然之间的故事。

东明路街道是上海城区首个园林街

道，2019年起东明开展参与式社区公共空

间更新，邀请居民成为“规划师”，加入到社

区空间的提升中。在这项工作中，一批“小

小规划师”获得培训并共同参与其中，发出

了属于青少年的声音。

目前，东明已培育了600余名“小小规

划师”，如何让他们发挥更多作用，是叔叔

阿姨们关注的话题。东明路街道组织举行

了多次沙龙活动，请居民畅所欲言，最近一

次活动，大家聚焦的主题便是常态化疫情

防控形势下，如何让孩子在社区中安全地

玩耍，并参加一项有意义的社区规划行动。

“居民们意识到，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

势下，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的重要性，大家

都在发挥各自的特长，共同建设我们的家

园。”东明路街道相关负责人称。为此，东

明引进四叶草堂、聚明心社区规划师指导

中心等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专业技术与

资源方面的支持。今年秋天，东明社区花

园节将以“童趣绽放”为主题继续开展，吸

引更多居民共建美好家园。

■本报记者 沈馨艺

昨天上午，趁着天气晴好，家住北蔡

镇的吕先生搭乘地铁16号线，来到了惠

南镇海沈村，呼吸郊野田间的新鲜空

气。“好久没有出来走走了，之前就对海

沈村有所耳闻，一直想来看看，正好今天

周末，就专程过来看看。”他说。

今年以来，近郊游成为不少市民的

选择。在浦东“网红”海沈村，小有名气

的“十二工坊”都已开门迎客。

研磨、布粉、压实、萃取、拉花……不

一会儿，一杯色、香、味俱全的现磨咖啡

就制作完成。在“十二工坊”之一的“屋

里厢咖啡馆”，“农家”咖啡散发出浓郁的

香味，吸引着游玩的市民前来点上一杯。

“屋里厢咖啡馆”创办人王馨怡告诉

记者，咖啡馆于 6月 1日恢复营业，人气

逐渐回暖，“尤其是周末，顾客人数已经

达到了正常状态的一半。”

时隔四个月，市民周女士再次来到

海沈村游玩。在“屋里厢咖啡馆”，她点

了一杯现磨咖啡，坐在店外的小院子里，

感受乡村的恬静舒适与勃勃生机。

吕先生则在“一米菜园”拍了些照片，

又去钟天使荣誉馆看了看，随后开始了自

己的找寻。“听说这里的西瓜也不错，准备

回去的时候带两个走。”他说，“跟城市相

比，这里确实有着别样风景，很不错。”

戚先生夫妻俩带着摄影师，专程来

为两个身穿公主裙的女儿拍艺术照。“我

们就住在隔壁，经常经过海沈村，这几年

这里的变化确实很大，今天过来拍拍照，

给孩子留下一点成长的记录。”

“邮票”“跳跳糖”“啪啪水”，小心这些可能是新型毒品

“626”国际禁毒日宣传走进商圈

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禁毒知识。 □施宇萌 摄

浦东检察院发布《毒品犯罪检察工作白皮书》

浦东公厕会“说话”？

红外线语音提示器助力防疫

送“苗”进居村，方便又安全

川沙打通疫苗接种“最后一公里”

“阳台生菜观察日记”获点赞

东明培育新生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十二工坊”全部开门迎客

海沈村用恬静舒适迎游客回归

茶疗方缓解白领亚健康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梅雨季节闷

热潮湿的环境让湿气加重，容易令人精

神不足、口淡乏味、食欲不振、舌腻等。

张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近日推出了

一款茶疗养生茶“金杞除湿基础方”，只

需煮一煮泡一泡，在办公室或家中就可

起到祛除湿气的效果。茶疗方利用草本

的药性配合，达到日常保健和防病治病

的功效。“金杞除湿基础方”就是张江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医师们，根据

临床经验和张江区域白领办公室人群

居多的实际情况，自行研究推出的养身

茶。这个方子适合头重如裹、嗜睡疲

劳、食欲不振等症状的人群。

张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

孙秀华介绍，上述茶疗方均需市民前往

中医科，由医师诊断后再行开方。“我们

会根据患者的不同症状，在基础方之上

额外添加其他几味药材，进行对症下

药。”孙秀华表示。

“屋里厢咖啡馆”为游客送上精心调制的咖啡。 □陆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