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今年是本市深入实施垃圾全程

分类的关键年。 上周末， 由上海市人民代表

大会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支持， 上海市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主办的“健步展风采 分

类我先行” 健步走活动顺利举行。 记者从市

绿化市容局获悉， 本市将组建 7支生活垃圾

全程分类志愿者队伍， 初步拟招 100 名志愿

者， 最终人数将不做限定。

记者获悉， 今年年初， 《关于建立完善

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

《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

划 （2018-2020 年）》 相继发布， 全市单位

生活垃圾实现“不分类， 不收运”， 静安、

长宁、 杨浦、 奉贤、 松江、 崇明 6个区的垃

圾分类工作实现整区推进， 到 2020 年底，

全市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此次组建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

志愿者总队” 是全市面上的一支志愿者服务

队伍， “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志愿服务

区分队” 即在静安、 长宁、 杨浦、 奉贤、 松

江、 崇明这 6 个实现整区推进的区内组建，

7 支队伍总人数初定均为 100 名志愿者， 不

做最终限定。

当天的健步走启动仪式上， 近 200 名市

区两级人大代表、 绿化市容系统代表、 本市

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志愿者总队代表相聚上海

共青森林公园， 宣传垃圾分类， 亲近自然生

态， 传递文明理念。 “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

类志愿者总队” 服装———黄马甲首次发布。 今

后， 志愿者们将身着黄马甲参与志愿服务， 引

导广大市民正确投放生活垃圾， 增强生态环境

意识， 助力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工作稳步推

进。

由市绿化市容局主办的“寻找身边最美生

活垃圾分类达人” 活动也在启动仪式上发布。

活动通过社会发动、 宣传展示、 专家评审、 社

会票选等几个阶段， 展示 160名区级垃圾分类

达人的故事， 并于明年 1 月上旬评选出市级

“最美垃圾分类达人” 个人和公益组织各 10

名， 旨在激励社会大众主动对标垃圾分类达

人， 共同参与上海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另据悉， 今年 9月， 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

会提出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草案）》。

经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第一次审议

后， 修改形成了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草案）》 （修改稿）， 修改稿共十章六十四条，

主要包含生活垃圾基本分类标准、 源头减量措

施、 收集容器的设置、 规范分类投放行为、 严

格实行分类收运、 无害化处置和促进资源化利

用、 完善社会动员体系、 加强监督管理力度等

内容。 修改稿已于 11月 20日提请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进行第二次审议， 目前正

处于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条例》 的出台

将为上海生活垃圾管理工作提供法制保障。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智慧保全” 团队远赴福州码头现场成功

保全一涉案安全生产管理软件。

在该案中， 上海阳关网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认为， 李某等三人侵害了自己企业安全

生产管理软件的著作权， 并向第三人福州某

有限公司出售涉案软件， 因此， 该公司向法

院申请证据保全。

为能够获得涉案管理软件的目标程序，

上海三中院组成了一支“智慧保全团队”，

由执行法官、 技术调查官和法警一行远赴福

州， 前往福州某有限公司所在的海边码头施

工现场， 进行证据保全。

在搭乘福州公交近两小时车程后， 执行

法官和技术调查官等马不停蹄地来到第三人

单位。 经过与该公司负责人沟通释明后， 技

术调查官顺利从机房服务器上保全了涉案管

理软件的目标程序、 配置文件、 数据库等有

关数据。 此外， 为确保电子数据的完整性，

“智慧保全” 团队还对保全的所有文件进行

了校验码计算， 顺利完成这次证据保全工

作， 为案件的后续审理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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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多名上海交警特警巡警“集结”
首届“上海公安半程马拉松赛”鸣枪开赛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2018 年 11 月 25 日 8 时 30

分， 随着“砰” 一声清脆的发令枪响， 首届

“上海公安半程马拉松赛” 在青浦区东方绿

舟水上运动中心正式开跑。

参加此次赛事的 600余名选手来自上海

各级公安机关和交警、 特警、 巡警等各警

种， 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 为上海城市安全有序默默奉献；

在跑道上， 他们不断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

用激情和力量演绎人生的无限精彩， 用奔跑

和速度展示了上海公安的无穷活力。

赛事中， 静安公安分局活力律动骑跑队

的 30 名队员在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唐立

宏的带领下， 奋勇争先， 实力不俗。 在这支

骑跑队中不乏有屡获殊荣的老劳模， 也有刚

从警不久的新警， 他们通过马拉松不仅展示

了作为选手的无限风采， 也实现了对自我极

限的突破。 唐立宏说：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

松， 青年是积蓄能量的热身跑， 中年是坚持

不懈的巡航跑。 还有 1年就要退休的我， 更

是在倾尽全力冲刺跑， 在严格执法、 热情服

务的路上坚持跑下去。

今年 5月刚刚登顶珠峰的上海市公安局

优秀教官、 特警总队战训支队教官刘昊告诉

记者： 我参加过两次上马， 首届警马是我人

生中的第三个马拉松。 “马拉松可以磨练人

的意志， 强健人的体魄， 我是一名人民警

察， 而且是一名特警， 特警的职业特性就是

警察队伍的极限挑战者， 要把‘心中的信仰

化为脚下的力量’”。

据了解， 本次比赛比赛分为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 ） 和健康欢乐跑 （10 公里 ）

两个单项。 经过激烈比拼， 所有参赛选手均

顺利完成比赛。

沪拟建 7支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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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三中院组建“智慧保全”团队
成功保全一涉案安全生产管理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