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沈欢欢

本报讯 白酒加红酒下肚， 黄

某晃晃悠悠骑车回家， 路上与人发

生碰撞。 老张上去劝架， 酒后的黄

某竟误认为老张与对方是一伙的，

扑上去就将老张乱揍一番。

这时， 执勤交警恰巧经过， 立

马上前制止， 将黄某控制并试图将

其带至警车。 失去理智的黄某一边

反抗一边竟将一名警察的左肩膀咬

伤， 最终警方将黄某强制带回派出

所。 到案后， 黄某表示只记得约了

朋友吃饭， 之后的事情都不记得

了。 但老张、 被害警察的供述与在

场的目击证人的证言相互印证， 此

外还有辨认笔录、 验伤通知书等一

系列证据的辅证。 经鉴定， 老张与

被咬伤的警察均已构成轻微伤。

近日， 黄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

被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近日， 由上海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

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献血法研究》 新

书发布会暨新时代生命伦理与生命法

理论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

该书指出， 无偿献血是公民的权利，

而非义务。

该书认为， 由于我国现行的血液

供给模式， 因此， 很多人对于无偿献

血存在观念上的误区， 认为无偿献血

是公民的义务。 实际在法律层面上，

献血应当属于权利的范畴， 献不献血

是人们的权利， 是人们可以支配的自

由， 不献血并不违反伦理道德， 也不

违反法律。 据了解， 《献血法研究》

一书， 也是目前国内首部有关献血法

的学术专著。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日前， 上海市文化和旅

游局、 镇江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等单位

共同举办的镇江旅游产品推介会在上

海举行，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格局又添

新成员。

目前， 上海市已经与苏浙皖三省

多个县市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加强跨

区域旅游的资源共享与游客互送。 长

三角区域旅游未来将在产业共推、 市

场共建、 环境共治、 服务共享等方面

继续加强交流与合作， 进行旅游线

路、 旅游产业整合， 探索建设全域旅

游服务体系及区域行业标准， 深挖江

南文化内涵， 进一步推动长三角旅游

一体化进程。

□记者 汪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

普陀区消防支队在大

型商业综合体举行综

合应急救援演练。演练

模拟商场因电线短路

引发火灾，多名人员被

困，消防支队救援力量

迅速按照应急预案到

场处置。图为消防人员

在对“发生火灾”的商
场进行救援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日前， 普陀区政

府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真

如城市副中心规划推介新闻发

布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 真如

城市副中心规划总面积 6.15

平方公里， 将依托沪宁发展

轴， 发挥上海西站城际、 城市

交通枢纽综合优势， 规划建成

服务长三角的公共活动中心。

同时， 在区域环境建设和智慧

城市建设方面， 真如城市副中

心也已取得重大成效。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范东星

本报讯 为促进执行工作更加

规范化、 专业化、 效率化， 日前，

记者从宝山区人民法院获悉， 该院

结合执行工作实际， 将执行工作中

最常用的各项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

整理成 《执行工作简明手册》， 切

实保障了执行案件的操作规范化。

据了解， 《执行手册》 包含一

般办案流程、 “终本” 合格项、 执

行完毕合格项、 流程节点把握、 信

访办理、 公安查控、 网络拍卖、 腾

退案件办理、 “执转破” 办理、 追

究拒执罪、 司法救助等十余个方面

的操作流程。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最美服务窗口” 和提

名“窗口” 正式揭晓， 上海机场边

检站九队、 上海音乐厅等 20 个窗

口获评。

为积极迎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 根据市委部署， 市文明办

和市商务委牵头成立窗口服务保障

组， 发动全市 45 个行业结合工作

实际， 广泛开展“迎进口博览会，

创文明示范窗口， 树上海服务品

牌” 主题活动， 组织“最美服务窗

口” 评选，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展

示窗口文明形象。

最终， 围绕聚焦民生、 服务进

博， 各行业共推选出 100 个服务窗

口参评， 经过网上展示、 市民投票

和专家评审， 评选出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最美服务窗口” 20

个和提名窗口 20 个， 并于近日正

式揭晓。

记者从文明办获悉 ， 20 个

“最美服务窗口” 涉及医疗卫生、

电力、 边检、 轨道交通、 绿化、 民

政、 市政公路、 加油站等多个行

业，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

卫生检测评价服务窗口、 上海机场

边检站九队、 2/10/17 号线虹桥火

车站站、 中运量 71 路以及上海音

乐厅等 20 个窗口获评。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万剑峰 胡巧玲

本报讯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

院集中对三起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

罪案件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

记者了解到， 宣判前一日， 该院还

开展了集中执行活动， 共拘传被执

行人 10 人， 其中司法拘留 5 人、

罚款 2 人， 促成 7 个案件当场履行

或达成和解协议， 执行到位金额

281470 元， 进一步加大拒执罪打

击力度， 向破解执行难持续发力。

根据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吴小利及其实际经营的上海

某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被告人魏

春、 魏旭及其实际经营的上海某船

舶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被告人邵华

力及其实际经营的上海某企业管理

公司通过隐藏、 转移、 提现、 转支

等方式隐匿其名下财产， 对法院生

效的判决、 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

分， 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经审理， 奉贤法院对公诉机关

指控的事实予以认定， 并对三起案

件作出一审集中宣判。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日前, 全国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创新实践基地、 奉贤区

人民检察院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

办案救助项目正式挂牌。 记者从挂

牌仪式上获悉， 自2015年启动未成

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场所建设以

来，奉贤区“一站式”取证场所运行

条件不断加强、运行体系不断完备、

运行机制不断健全、 运行成效不断

彰显。目前，已有46名未成年被害人

在“一站式”取证场所接受询问，其

中对31名未成年被害人进行了心理

疏导， 对34名未成年被害人进行了

经济救助，对6名未成年被害人开展

了医疗救助服务， 有效保护了未成

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近期， 奉贤检察院未成年被害

人“一站式”取证场所在办理一起猥

亵儿童案中，心理咨询师得知，事发

后被害人出现了一些创伤后应激反

应，害怕独处、常做恶梦，成绩从全

班第三一度下滑到倒数几位。 经被

害人母亲同意， 心理咨询师有针对

性地对被害人开展了个案心理疏

导， 现该被害人已恢复了正常的学

习生活，成绩重回全班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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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黄波

本报讯 安全保障工作是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核

心的核心、 关键的关键、 根本的根

本”。 自进博会筹备工作启动以来，

上海边检总站坚持“最高标准、 最

强措施、 最严要求”， 加强组织领

导、 严密口岸管控， 确保上海口岸

的安全稳定。 难忘的 240 个日日夜

夜， 2700 余名上海边检人全员参

与、 全情投入、 全力以赴做好进博

会服务保障工作。

11 月 2 日清晨 6 时许， 浦东

国际机场入境大厅里， 民警陈祎正

在边检执勤现场办理巴黎飞上海的

某航班旅客入境边检手续， 一名手

持外国护照的华裔旅客走到了她的

面前。 “您好！” 小陈抱以热情的

微笑接过了证件。 该名旅客淡然地

说道： “我是来参加进博会的展

商。” “非常欢迎您来参会!” 小陈

一边说一边迅速按规定流程对旅客

进行查验， 但此时眼前的工作系统

却发出了异样“提示” ———这名旅

客的相貌与一名潜逃境外 23 年的

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网上在逃

对象高度相似。 “这种时候千万不

能大意， 一定要核对准确！” 小陈

不动声色， 一边继续比对证件、 样

貌， 一边继续与这名旅客周旋， 询

问他来华参会等具体细节。

渐渐地， 这名旅客对小陈的问

话开始答非所问， 脸上露出了慌张

的神色， 这更让拥有着 11 年一线

执勤经历的小陈高度警觉起来， 直

觉告诉她， 这个旅客“有状况”！

于是她立即向队领导汇报了情况，

旅客被带离进行进一步审查。 经过

后续的深入检查和询问， 这名旅客

终于松了口， 承认自己身上负有命

案。 据其交代， 1995 年自己因涉

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被公安机关

通缉， 为逃避抓捕， 他偷渡逃亡国

外并变换了身份， 本以为自己的身

份已经“漂白”， 又平安无事地度

过了 23 个年头， 这次已在国家会

展中心确定了展位， 可以安安心心

地以一名外国正当商人的身份回国

参会寻找商机， 不料一到上海还没

入境就“栽” 在国门线上。

记者了解到， 除了确保上海口

岸安全稳定外， 进博会筹备工作启

动以来， 上海边检总站全面贯彻落

实国家移民管理局“中国公民出入

境通关排队不超过 30 分钟” 的便

民举措， 同时全力确保外国人入出

境顺畅通关。 据统计， 10 月 1 日

至 11 月 10 日， 上海边检总站共检

查出入境人员 500 余万人次， 检查

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3 万余架

（艘、 列）。 其中，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0 日， 上海边检总站共为参加

进博会的 300 余批次、 2200 余人

次重要礼遇代表团提供出入境通关

礼遇服务。

身负命案的进博会展商栽在国门线上
上海边检全面服务保障进博会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最美服务窗口”揭晓

打造服务长三角公共活动中心

普陀举行应

急救援演练

奉贤法院加大打击拒执罪
拘传被执行人10人 执行到位28万余元

宝山法院编撰“执行宝典”
一键解锁执行规范化

助女孩走出阴影 重回全班前三

奉贤区未成年被害人“一站

式”办案救助项目正式挂牌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

格局又添新成员

国内首部有关献血法

的学术专著发布

醉酒咬伤民警 涉嫌寻衅滋事被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