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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 A2

“不敢报告、不愿报告”或担刑责
10家单位共同会签《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与处置干预

的实施办法》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为杜绝事故风险，

确保城市运行安全， 就加强液化石

油气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控工作发

文提出要求： 加强对危化品运输全

链条的执法监督检查力度。

2020 年 6 月 13 日， G15 沈海

高速温岭西出口匝道发生液化石油

气槽罐车爆炸， 目前该事故已造成

20人死亡， 170余人住院治疗， 周

边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市安委办要求，各区、各部门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

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始终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补齐

短板，拉长长板，守牢底线，切实增

强做好液化石油气等危化品安全生

产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各区、 各部门要对照 《上海市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实施方案》， 加强风险研判，

紧盯重点领域、 重点行业， 迅速组

织开展本地区、 本行业风险隐患全

面排查和突出问题治理， 全力补短

板、 固底板、 强弱项、 堵漏洞， 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公安、交通、住建、市场监管、生

态环境、应急、消防等部门，要立即

行动起来， 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方案和职责分工， 加强执

法监督检查力度， 特别是强化对托

运、 承运、 装卸、 运行等危险化学

品公路、 铁路、 水路、 航空运输全

链条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全力

防风险、 除隐患、 降事故。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局获悉， 第三届进博会企

业商业展展区图正式对外公布， 这

标志着筹备工作重心开始由招展向

办展转变。

第三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规划

面积 36万平方米， 共设服务贸易、

汽车、 技术装备、 消费品、 医疗器

械及医药保健、 食品及农产品六大

展区。 根据昨天公布的展区图， 食

品及农产品展区分布在 1.1、 2.1 和

2.2 号馆， 汽车展区在 1.2 号馆，

技术装备展区在 3 号馆、 4.1 号馆

以及北厅， 消费品展区在 5.1、 6.1

和 6.2 号馆，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

展区在 7.1、 7.2 及 8.1 号馆， 服务

贸易展区则在 8.2号馆。

在六大展区的基础上， 第三届

进博会还细分打造了四个专区， 分

别为公共卫生专区、 智慧出行专

区、 节能环保专区和体育专区。 医

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设立的公共

卫生专区， 主要展示公共卫生防疫

领域的最新成果， 截至目前已涵盖

80%的公共卫生防疫领域龙头企

业； 汽车展区打造智慧出行专区，

规划面积 3000平方米， 来自美国、

德国、 法国、 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多家企业参展， 目前已经完成

规划面积的八成； 技术装备展区设

置的节能环保专区和消费品展区的

体育用品及赛事专区均得到了行业

龙头企业的广泛响应。

据进口博览局介绍， 尽管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但进博会筹

备工作并未因此减慢脚步， 企业

商业展消费品、 医疗器械及医药

保健等展区签约面积早已超过规

划面积， 展位“一位难求” 的现

象再次重现。 第三届企业商业展

招展工作早在第二届开幕前就已

启动， 疫情发生后招展工作以线

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 云路演、

云签约等模式层出不穷。 今年还首

次实施“边招展， 边对接”， 便于

供需双方提前做好备展、 洽谈的准

备。

此外， 进口博览局昨天还公布

了新一批参展商名单， 从 3 月至

今， 进口博览局已陆续公布了四批

参展企业名单， 大部分是世界 500

强、 行业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昨日， 记者从上海举

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获悉， 6 月 13 日， 本市对 16

个区 87 家涉及进口生鲜相关市场

等的相关环境和重点食品进行采

样， 共采样 1205 件， 目前， 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据了解，截至 6 月 15 日 24 时，

上海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

354 例，治愈出院 333 例，在院治疗

21 例。 现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 1

例。截至 6月 15日 24时，尚在医学

观察中的无症状感染者 0例。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介

绍， 6月 13 日， 本市对 16 个区 87

家涉及进口生鲜相关市场等的相关

环境和重点食品进行采样， 共采样

1205 件， 其中外环境、 物品表面、

水样等共 867 件， 进口食品等 338

件。 目前，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均为阴性。

在加强农贸市场疫情防控方

面， 市商务委已会同相关部门制定

了 《本市农贸市场疫情防控实施方

案》， 要求各有关市场切实承担疫

情防控的主体责任， 各区政府履行

好属地管理责任。 下一步， 上海将

加强交易场所风险排查和环境卫生

整治， 建立定期消毒清洗制度； 加

强有关市场人员出入管理和健康监

测， 严格落实人员登记、 测量体

温、 佩戴口罩等措施， 并提醒消费

者佩戴口罩； 海关等部门加强肉

类、 水产品等进口食品检验检疫；

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执行食品原料索

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度， 落实食品

安全信息追溯责任。

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 市市场

监管局副局长许瑾表示， 全市每天

检查的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 农贸

市场、 标准化菜市场等达到 600 多

家， 每天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检查

达到 1500 多家次。 近日， 市市场

监管局加强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

市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6 月 12

日至 15 日，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共

出动执法人员 9273 人次， 检查各

类农贸市场、 商场、 超市、 餐饮单

位等经营户 6831 家， 经营者 （线

上线下） 22133 个， 其中， 农贸市

场 2821个 （次）， 检查活禽交易点

453 个 （次）， 发现并下线涉野生

动物交易信息 13518 条。 检查食品

生产经营单位 4472个 （次）， 学校

684 个， 食堂 692 个。 共收到与疫

情相关的投诉举报 123件。

目前， 市场监管部门已会同市

商务委制定了农贸批发市场和生鲜

商超疫情防控实施方案， 将继续严

格按照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复市的工作要求， 督促各类食品

经营者和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的责任义务； 落

实消毒、 清洁等工作。

1205件进口生鲜产品采样全部阴性
上海对16个区87家涉及进口生鲜相关市场开展采样

□通讯员 翁小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6 月 26 日， 第 33

个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 为进一

步普及毒品预防知识， 提高广大

人民群众的识毒拒毒防毒意识，

日前， 田林街道禁毒办来到宜山

路地铁 9 号线， 播放禁毒公益宣

传片 《别让“我以为” 变成“我

后悔”》 及海报。

活动现场， 禁毒社工们对站

台候车的广大乘客进行了毒品知

识了解程度的简短调查， 并向乘

客发放宣传折页， 还向乘客发放

了禁毒宣传用品， 并通过站台宣

传大屏幕滚动播放禁毒标语和禁

毒宣传短片， 进一步增强了广大

市民对毒品危害的认识， 大力倡

导“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理

念。

许多乘客纷纷表示远离毒品

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将自觉把

毒品知识告知亲朋好友， 共同筑

好禁毒防护墙， 此次宣传活动达

到了预期社会效果。

图为宜山路地铁 9 号线， 播

放禁毒公益宣传片 《别让 “我以

为” 变成 “我后悔”》、 禁毒社工

发放宣传折页 500 余份， 禁毒宣

传用品 200 余份

乘绿色地铁，创无毒社区

第三届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展区图公布

设六大展区四个专区
市安委办：

加强危化品运输全链条执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