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随着“66 夜生活

节” 开启， 杨浦区大学路举办的

“后备箱游园会” 也火爆非常。 近

日， 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会同

杨浦分局的两位警官， 也来到现

场参与直播， 为法治“带货”， 提

示游客， 注意电信反诈， 以及汽

车和商铺的消防安全。

杨浦公安分局治安支队的潘

仁华主要负责为反诈“带货”。 他

说： “我给大家带的‘货’ 就是

防‘杀猪盘诈骗’ ———凡是只在

QQ、 微信上称是‘美国大兵、

外籍医生、 律师’ 跟你谈恋爱、

结婚的， 都是诈骗。”

杨浦公安分局五角场派出所

的姚宏敏主要为消防安全“带货”。

他说： “夏季来临了， 首先要给

广大车主提个醒： 车内不要存放

易燃物品， 以免在高温下造成起

火。 其次是大学路商铺比较多，

提醒商家们做好消防安全。”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昨日是第十三个世

界认可日，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联合开展

主题宣传活动， 举办“上海品牌”

认证颁证仪式、 上海自贸区进口

汽车检测认证服务窗口及网上平

台揭牌开通仪式。 记者获悉， 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加紧推进“上

海品牌” 认证立法等制度配套工

作， 推动“上海品牌” 认证科学

可持续发展， 增强“上海品牌”

认证服务打响上海“四大品牌”

的辐射带动效应。

记者了解到， 2019 年， 上海

共有检测机构 1045 家， 全年出具

检 测 报 告 3036.5 万 份 ， 增 长

47.83%， 实现产值 248.74 亿元，

增长 15.32%。 共有认证机构 132

家， 全年发放认证证书 27.85 万

份 ， 增 长 28.80% ， 实 现 产 值

42.66 亿元， 增长 3.54%。 行业规

模领先全国， 其中检测行业年产

值全国第二， 户均产值 2380.29

万元， 排名全国第一； 认证行业

机构数量、 产值和发证数、 获证

组织数均列全国第二。

下一步， 为进一步规范“上

海品牌” 认证工作， 扩大高品质

产品和服务供给， 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正加紧推进“上海品牌” 认

证立法工作、 研究制定 《关于加

强“上海品牌” 认证工作的指导

意见》 《“上海品牌” 认证指导性

目录》、 修订地方标准 《“上海品

牌” 认证通用要求》 等制度配套

工作， 推动“上海品牌” 认证科

学可持续发展， 增强“上海品牌”

认证服务打响上海“四大品牌”

的辐射带动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 为进一步优

化上海自贸区汽车质量认证机制，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会同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外高桥的自贸试验区设立了中

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

汽车检测认证服务窗口及线上平

台。 “平台” 将实现平行进口汽

车市场准入相关的查询、 咨询、

申报等全流程服务功能； 另一方

面， 通过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设

立进口汽车检测认证服务的实体

窗口， 也将实现一站式便利化服

务， 加快产品认证准入的速度。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

保基本民生的要求， 切实做好对广大

退休人员的关心关爱工作， 按照市

委、 市政府部署， 根据国家和本市相

关规定， 本市从今年 1 月起， 对机关

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 将于

6 月 20 日发放到位。 增加的养老金

将通过相关银行、 邮局发放到领取养

老金人员的账户中。 此前， 企业退休

和城乡居保人员增加养老金已于 5 月

18日发放到位。

据悉， 本市对 2019 年底前已按

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

老金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增加

月基本养老金。 具体办法为： 一是每

人定额增加 75 元； 二是综合缴费年

限 （含视同缴费年限） 和平均养老金

水平两项因素， 按本人退休时职务

（职级） 对应的 2019 年 12 月同职务

（职级） 人员平均养老金为基数， 每

月增加 3.5%。 另外， 为体现对高龄

人员的关怀， 本市今年继续对 2019

年底男满 65 岁、 女满 60 岁的人员在

以上两项的基础上再增加 20 元。 上

述增加的养老金将于 6 月 20 日通过

相关银行、 邮局发放到领取养老金人

员的账户中。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昨天下午， 2020 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倒计时 30 天

会议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 本年度活

动已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自从 2018 年

以来成功举办了两届。 2020 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将于 7 月 9 日开

幕， ７ 月 11 日闭幕。 据悉， 本次大

会形式新、 活跃度强， 预计届时将有

亿万观众进行线上参会、 云上观展。

今年大会打造全新的线上会展平

台， 实现 3×24 小时全天候内容输

出， 同时打造“3D虚拟 AI家园” 云

展览， 展现 AI应用场景解决新方案。

据介绍， 大会开幕式及全体会议于 7

月 9 日召开， 将采取“现场嘉宾 +

云观众 + 线上直播” 的线上线下结

合方式举行。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日前， 市教委、 市发

展改革委、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和市公安局联合发布了 《关于做好

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

业生进沪就业工作的通知》 （沪教

委学 〔2020〕 20 号）， 对 2020 年非

上海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

工作做了全面安排。

《通知》 要求， 本市各有关部

门、 各高校和用人单位要从保持和

增强上海人才优势出发， 认真做好

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

为吸引优秀人才进沪就业营造良好

环境。 要进一步完善管理、 优化服

务， 充分发挥居住证、 户籍等政策

的积极作用， 优先满足市场无法有

效配置且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紧缺急

需的重点领域的用人需求。

《通知》 提示， 上海高校非上

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 依据

申领条件到所在学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部门统一办理领取 《高等学校毕

业生进沪就业通知单》 （以下简称

《通知单》） 手续。 外地高校非上海

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 依据申

领条件到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上

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办

理领取 《通知单》 手续。 《通知

单》 的第一联用于毕业生?用人单

位报到， 第二联用于办理 《上海市

居住证》 积分对应材料。 非上海生

源应届高校毕业生， 可根据 《上海

市居住证管理办法》、 《上海市居

住证申办实施细则》 和 《上海市居

住证积分管理办法》 的要求， 申办

《上海市居住证》 和申请 《上海市

居住证》 积分。

《通知》 明确， 2020年非上海

生源毕业生进沪就业落户标准分为

72 分， 与 2019 年保持一致。 考虑

到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影响， 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

届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

籍临时调整为分两批集中受理： 第

一批为 2020 年 6 月 15 日至 2020

年 8 月 28 日 （工作日）； 第二批为

2020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工作日）， 为毕业生在沪择

业留出了更多时间。

《通知》 强调， 用人单位在与

高校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时， 应根

据非上海生源毕业生需求， 如实告

知本单位是否具备为非上海生源毕

业生申请本市户籍的资格。 用人单

位不得在协议中规定“毕业生如未

能办妥落户手续则与其解除就业协

议” 等损害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进沪

就业权益的内容。 用人单位应客

观、 如实填写相关申报材料,并书

面承诺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如存在

虚假用工或提供不实材料等弄虚作

假行为， 一经查实， 取消用人单位

当年申请资格， 并在上海学生就业

创业服务 (www.firstjob.com.cn） 公

布。 同时， 将单位失信行为纳入上

海市征信管理平台。 用人单位不得

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代理申

报。

非上海生源毕业生应当书面承

诺个人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 有效

性、 合法性。 如有弄虚作假， 伪造

变造或使用伪造变造材料等行为，

一经查实， 取消其申请资格， 并将

个人失信行为纳入上海市征信管理

平台。 对已骗取的本市常住户口、

居住证， 提请相关部门依法予以注

销。 对构成犯罪的人员， 将移送司

法机关， 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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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生进沪就业通知发布

用人单位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

上海对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

6月20日发放到位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7月9日“云上见”

首推“3D虚拟AI家园”

加紧推进“上海品牌”认证立法工作
2020年“世界认可日”主题活动举行

大学路夜市，“蜀黍”为法治“带货”

铁警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通讯员 张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今年六月是第十九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 近日起，

围绕“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

防线” 的主题， 上海铁路公安处

闵行站派出所组织民警深入辖区

全面集中开展安全生产月宣传活

动。

铁路闵行货场上海特货公司

汽车物流基地， 占地 118 亩， 可

供停放汽车 2000 余辆， 每日到发

各类品牌汽车近千辆次， 是华东

最大的铁路整车运输物流中心。

民警向基地职工讲解了治安防范

和防火、 防盗等安全防范常识，

还针对过往物流司机等， 开展了

交通安全知识宣传。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丁宏奇

本报讯 “我承诺， 驾乘佩

戴安全带、 骑乘佩戴安全盔， 遵

守交规、 文明出行。” 昨天， 上海

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内， 200 名

企业员工集体戴上安全头盔， 进

行交通安全承诺， 全市首支由企

业自发组织的“一盔一带” 安全

劝导队由此宣告成立。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有

“中国第一船厂” 之誉。 公安部交

管局“一盔一带” 安全守护行动

开始后， 该企业立即针对全部万

余员工中有 25%骑乘电动自行车、

其余皆通过自驾机动车或乘坐班

车形式上下班通勤的实际， 主动

与属地浦东交警支队机动三大队

联系， 警企联动共同开展交通安

全宣教活动。 为此， 专门成立了

全市首支“一盔一带” 企业安全

劝导队， 由 50名内部安全部门人

员每天在公司出入口及厂区内主

要通行路段加强规范行车检查与

劝导。

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安环部

部长李逵接受采访时说道： “我

们将始终秉持‘安全第一、 预防

为主、 综合治理’ 的安全方针，

坚持‘安全是关爱’ 的理念， 为

员工安全出行、 安全上班， 为企

业和谐发展营造安全、 健康的氛

围。” 据了解， 除成立企业安全劝

导队外， 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还

将会同交警部门， 结合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及日常安全生产教育，

将交通安全知识学习、 驾驶员安

全技能培训、 交通违法内部处罚

等工作贯穿提倡企业管理之中。

浦东交警支队车宣大队副大

队长朱融雪向记者介绍：“大型企

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交通出行量

非常可观，企业加强内部源头管理

后能够对交通事故的预防与减少

起到显著成效。‘一盔一带’安全劝

导队是浦东交警继外卖快递、公交

客运等重点行业后的又一次警企

联动共治尝试，希望可以形成可复

制模式， 在更多企业中复制推广，

从而营造全社会安全文明出行的

良好交通氛围。 ”

浦东“一盔一带”安全守护再出新招

首支企业交通安全劝导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