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宋严

本报讯 近日， 普陀警方成功

侦破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犯罪

嫌疑人龚某被警方刑事拘留。

2018 年 12 月 10 日， 市民李

先生来到普陀公安分局真如派出所

报案， 12 月 8 日， 他在某网游中

看到有人出售冷门装备， 便加了对

方 QQ， 与对方谈妥以 3600 元的

价格购买某“坐骑”。 在扫描对方

提供二维码先向对方支付 3000 元

后， 李先生迟迟没有收到预定的

“坐骑”， 再与卖方沟通， 对方提出

要先预支 2000 元的解锁费。 李先

生毫不犹豫地又扫了对方提供的二

维码转了 2000 元过去。 转账 5000

元， 还是没有拿到“坐骑”， 并发

现自己已被拉黑， 这才发现受骗。

通过被害人李先生提供的相关

信息， 民警发现被害人通过扫二维

码转账的现金经过几次转移最终进

入了龚某的个人账户。

2019 年 3 月 1 日， 犯罪嫌疑

人龚某在四川被警方抓获。 到案

后， 龚某交代，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发现即使没有按照约定发货， 只

要把买家拉黑， 一样可以赚钱。

日前，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开展“警营开放

日” 活动， 黄浦区驻地幼儿园师生走进警营， 感受官兵日

常生活， 学习部队红色文化， 亲身体验警营生活， 延续红

色血脉。 图为活动现场 通讯员 陈隶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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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在虹口区曲阳路街道

的“玉田驿站”， 老年助餐服务已

从最初的单一样式， 发展为可满足

不同口味、 不同体质老人的就餐需

求。 近日，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制发 《关于

提升本市老年助餐服务水平的实施

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为进

一步提升本市老年助餐服务水平，

更好满足老年人高品质助餐服务需

求提出多项具体要求。 其中包括

“两大” 倍增目标———到 2022 年，

覆盖城乡、 布局均衡、 方便可及的

助餐服务场所数量实现“倍增”

（不少于 1600 个）； 助餐服务供给

能力实现“倍增”， 达到全市 65 岁

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的 5%。 此外，

意见还要求进一步健全多元主体参

与、 送餐到居 （村） 到户的助餐配

送体系， 成为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

的基本配置内容。

在大力发展社区长者食堂的基

础上， 《意见》 支持社会餐饮企业

开展助餐服务。 各区和街镇可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 合作共建等方式，

利用公共餐饮单位和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的加工能力和网点提供助餐服

务； 可在有资质、 有信誉、 有爱心

的公共餐饮单位服务场所设置“老

年餐桌”， 为老年人提供价格优惠、

品种多样的老年餐。

意见鼓励探索发展“移动型”

助餐服务， 支持引入依托中央厨房

加工、 在餐车加热供餐的“移动

型” 助餐车进小区服务和送餐到户

服务。

《意见》 明确， 要加快发展

“家门口” 的老年助餐点。 可依托

老年活动室、 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等设施， 重点发展具有中转功能的

“配送点” 和居民小区的助餐点，

一般集中就餐人数达到 10 人以上

的场所即可设立老年助餐点。 纯农

地区的村组示范睦邻点原则上都成

为老年助餐点。

《意见》 支持各类社会力量参

与送餐服务。 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 与“饿了么”、 “美团点

评” 等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公司和

其他市场化物流公司加强合作， 利

用其物流网络为老年人送餐。 继续

依托和动员社区为老服务组织、 物

业公司、 志愿者等为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提供送餐到家服务。

在加强老年助餐服务规范管理

方面， 《意见》 要求制定老年助餐

服务规范和标准， 鼓励供餐单位开

发老年餐菜单和老年营养食谱。 对

开展老年助餐服务的社会餐饮企

业， 民政部门要进行信息登记， 并

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共享， 开

展联合巡查等日常监管。 鼓励在餐

饮加工关键环节以透明玻璃窗、 隔

断矮墙或视频展示等方式实施“明

厨亮灶”， 接受公众监督。

《意见》 还指出， 自 2019 年

起至 2022 年， 要培育全市老年助

餐服务品牌达到 50 家以上。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刘晓宇

本报讯 近日， 上海铁路警方破获一起

诈骗案，揭开苹果手机“亏本售卖”真面目。

3 月 23 日， 旅客小袁到无锡火车站取

票时， 一名陌生男子凑到他身边说： “苹果

最新 XS MAX 手机要吗？ 亏本售卖。” 一

番讨价还价后， 小袁通过微信向对方支付

1200 元。 男子离开后， 小袁才发现“新手

机” 竟是一台不能开机的手机模型。

4 月 6 日， 该男子准备故技重施时， 被

伏击的上海铁路公安处无锡站派出所便衣民

警一举抓获， 并在其身上查获 5 部手机模

型， 每部价格仅 30 元。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应急管

理局发文要求， 2019 年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工作要继续实行“一票

否决” 制， 加强对评审组织单位和

评审机构监督指导， 防止评审中发

生弄虚作假、 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违

规行为。

市应急管理局在发往各区应急

管理局及相关企业的通知中指出，

2012 年以来， 本市在危险化学品

和工贸行业企业中开展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工作， 规范了企业安全生

产行为， 改善了企业安全生产条

件， 强化了企业安全基础管理， 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 但仍存在企业

“为达标而达标”， 达标后运行质量

不高、 未按要求每年进行自评， 对

评审时指出的不符合项整改不彻底

等问题。

通知强调， 标准化工作实行企

业自主创建、 机构专业评审、 部门

指导监督。 要严格评审管理， 继续

实行“一票否决” 制， 要紧盯危险

化学品、 金属冶炼、 粉尘涉爆、 有

限空间作业、 涉氨制冷等重点行业

领域， 对存在相关标准所列隐患、

未达到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要求的企

业， 无论是初评或期满复评， 须待

其整改完毕后， 才能准予达标。 要

加强对评审组织单位和评审机构监

督指导， 防止评审中发生弄虚作

假、 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违规行为。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昨天， 《杨兆龙文

集》 首发仪式暨杨兆龙教授生平及

著作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廖凯原法学

楼举行。 首发仪式后， 与会的专家

学者对杨兆龙先生生平及著作进行

了研讨， 并高度肯定了 《杨兆龙文

集》 出版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影响。

复旦大学自 1914 年设立法科

以来， 法学院曾涌现出一大批铁肩

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法学家。为缅

怀和致敬这些法学前辈， 传承和启

迪法学智慧， 复旦大学法学院成立

《复旦法学百年文库》编委会，编纂

《复旦法学百年文库》系列丛书，《杨

兆龙文集》为该丛书付梓的第一种。

杨兆龙先生 （1904—1979） 是

我国著名法学家， 曾任中国比较法

学会会长、 刑法学会会长、 国际刑

法学会副会长， 被荷兰海牙国际法

学院评选为世界范围内 50 位杰出

法学家之一。 杨先生早年就读于燕

京大学和东吴大学， 1935 年获哈

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建国后任教

于复旦大学法律系。 杨先生通晓

英、 法、 德、 意等八国语言， 熟谙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法系， 尤

其对中国近代怎样从中华法系向新

的法律体系转变、 怎样从人治向法

治转变等一系列中国法治现代化问

题有着精深的研究与造诣。 他昔日

提出的诸多远见如今依然熠熠闪

光， 给后人良多启迪。

此次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杨兆龙文集》 收录了不少新发现

的杨先生的著述与珍贵资料， 其中

囊括了杨先生与美国著名法学家庞

德教授的往来信件、 杨先生亲笔手

书的自传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

平反判决书。 这些资料均属首次公

开披露， 意义非凡。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徐汇区召开

“一网通办” 工作推进会。 记者从

会上获悉， 在今年的“一网通办”

改革攻坚年， 徐汇区将进一步压缩

审批时限， 进一步精简审批证明材

料， 实现申请人实际提交材料平均

减少一半， 10%以上的政务服务事

项年内实现“零材料提交”， 并实

现一批事项“零跑动次数”。

2018 年是“一网通办” 改革

启动年， 徐汇区大力推进审批“两

集中”、 受理“零差别”改革，将原来

83 个部门专窗压缩为 18 个政府综

窗，形成“前台零差别受理、中台一

键呼叫专业支撑、 后台透明工坊分

类审批”工作流程，实现“跑一个窗、

办所有事”，窗口收件准确率达 90%

以上， 当场办结事项占所有办件量

的 75%， 现场排队等候时间减少三

分之一。 并在全国首批探索了规模

化的 24 小时自助政务服务，截至今

年 4 月， 全区已开发了 24 个标准

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自助服务工作

台，提供全区 29 个部门共计 654 个

政务事项的“全天候、不打烊”办理。

今年， 徐汇区将进一步压缩审

批时限， 并进一步精简审批证明材

料， 实现申请人实际提交材料平均

减少一半， 10%以上的政务服务事

项年内实现“零材料提交”。 同时

新增 100 项个人事项全市通办， 不

断提升网上办事深度， 增加“全程

网办” 事项数量， 实现一批事项

“零跑动次数”。 此外， 推进 100 类

高频证照的材料免交、 互认共享，

应用场景覆盖 100%政务服务事项。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4 月 12 日至 4 月 13 日凌晨，

上海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再次组织开展集中

打击整治行动， 治安、 刑侦、 交警、 特警、

轨交等多警种紧密配合、 协同作战， 打击各

类违法犯罪， 整治治安顽症和交通违法行

为， 排查、 排除公共安全隐患。 记者获悉，

此次集中行动共清查各类场所 9000 余家，

查获非机动车交通违法 2.8 万余起， 教育处

罚行人交通违法 1.1 万余起。

在当天的行动中， 刑侦部门根据前期侦

查掌握的线索， 重点打击夜间盗窃等突出违

法犯罪活动， 查破了一批违法犯罪案件， 打

击处理了一批违法犯罪人员。 治安部门组织

开展突出治安问题清查整治行动， 对各类街

面突出治安问题开展集中清理整治， 加大对

可疑人员、 车辆、 物品的盘问检查。

交警部门持续组织开展非机动车、 行人

交通违法行为攻坚整治行动、 切实提升道路

交通安全的现场执法覆盖面和执法力度， 严

查严整非机动车乱骑行、 行人乱穿马路， 非

机动车无牌无证以及低速电动、 燃油车上路

行驶等突出违法行为。 市公安局 供图

上海公安：教育处罚行人交通违法1.1万余起

老年助餐要成15分钟养老服务圈“标配”
要求制定老年助餐服务规范和标准

实行“一票否决”制
市应急管理局：防止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弄虚作假

徐汇区推进“一网通办”

今年实现一批事项“零跑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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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兆龙文集》昨在沪首发

男子1200元买的iPhone

XS MAX竟是30元模型 花5000元买游戏装备却被拉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