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昨天上午， 以“智行

生态 智绘未来” 为主题的上海市

智能制造特色产业园区推进大会在

“上海之鱼” ———奉贤博物馆召开。

据悉， 上海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 发布落实建设 100 家标

杆 性 无 人 工 厂 专 项 行 动 方 案

（2020-2022 年 ）， 到 2022 年建设

100 家标杆性无人工厂、 打造 10

家示范性智能工厂。

据介绍， 行动方案围绕五个方

面推进 15 项重点举措。 首先要抓

好应用和供给两端， 重点实施

“10030” 工程， 到 2022 年建设

100 家标杆性无人工厂、 打造 10

家示范性智能工厂、 培育 10 家世

界一流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 搭建

10 家垂直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预计新增 1万台机器人， 拉动新增

投资 300 亿， 生产效率平均提高

20%以上， 运营成本平均降低 20%

以上。

据介绍， 上海将重点构建无

人工厂储备库， 聚焦供给端优化

能力， 编制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

推荐目录， 提升工业互联网平台

知晓度和用户粘性， 融通智能制

造解决方案和赋能工具箱； 聚焦

应用端深耕行业， 持续推进汽车、

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 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 绿色化工及新材料等

领域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设立 100

亿元规模的上海智能制造产业投

资基金， 鼓励风险投资、 股权投

资融入智能制造行业； 依托智能

制造人才培训基地， 分批次培养

200 名首席规划师。

□通讯员 张晨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 在曹杨新村村史

馆， 举行了普陀区首个社区“四史”

学堂揭牌仪式， 同步发布曹杨“四

史” 学堂红色地图， 并向“四史” 学

堂讲师代表颁发聘书。 曹杨新村街道

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 劳模新

村， 街道党工委深入挖掘区域内的红

色资源， 打造家门口的“四史” 学

堂， 让红色文化得以更好传承。

图为街道领导向 “四史” 学堂讲

师代表颁发聘书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昨日下午， 长宁区举

办初心讲堂第四讲“基层立法联系

点里学民法典活动。 记者获悉， 长

宁接下来将各级党群服务阵地打造

成为“家门口” 的法治宣讲阵地。

活动选择在作为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首批试点唯一的街道立法

点虹桥街道举办， 各领域基层党组

织书记、 党员代表、 区域单位党员

代表共同参加活动。

活动现场， 全国人大代表、 长

宁区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 负责

人、 “小巷总理” 朱国萍交流了作

为基层代表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开幕前进入首场“代表通道”

接受媒体采访时的感受， 以及作为

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员对

于民法典的基层一线的心声。

据悉， 为助力民法典等普法宣

讲进社区、 楼宇、 园区， 长宁区各

级党群服务阵地将敞开大门提供有

力阵地支撑。 活动现场， 区党建服

务中心和区司法局依法治区秘书科

（普法与依法治理科 ） 进行签约，

约定共同努力， 将各级党群服务阵

地打造成为“家门口” 的法治宣讲

阵地， 开展民法典等普法工作， 打

造党建引领、 法治支撑的品牌。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 第十七届

(2020)中国慈善榜在北京正式发

布。 福寿园以“生命教育 （生死教

育） 社会化公益普及项目”， 荣获

年度十大慈善项目。

据介绍， 中国慈善榜于 2004

年创立， 是我国第一张记录大额捐

赠数据的榜单。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 本次榜单发布活动以线上直播

的形式进行。

福寿园国际集团于 2016 年正

式启动生命教育 （生死教育） 社会

化公益普及项目， 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生命教育讲座展览， 倡导正确的

生命观与人生观。 2018 年， 福寿

园生命服务学院注册成立， 将生命

教育社会化公益普及纳入了科学、

系统、 正规的教育培训范畴。

据统计， 从 2016 年至今， 福

寿园通过现金捐赠、 实物捐赠等方

式， 持续投入支持生命教育事业。

目前， 福寿园生命教育社会化公益

普及项目已开展近 120 场次的生命

教育课程、 讲座、 论坛与体验活

动， 累计参与单位 1086 家， 受益

人超过 13万人次。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昨天下午， 由上海市

妇女联合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杨浦区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的“2020 年上海市女性创业大

赛” 在杨浦正式启动。 此外， 伴随

今年毕业季的到来， 由上海市妇联

和市教委联合主办的“海鸥计

划———大学生六月招聘动员汇” 也

同期拉开序幕。

据了解， 今年是上海市女性创

业大赛成功举办的第六年， 受疫情

影响， 本次大赛采取线上线下相互

结合的新形式举行。 大赛以“疫路

有她·沪创未来” 为主题， 首次面

向上海及长三角区域 （包括江苏、

浙江、 安徽） 征集。 此次大赛设置

项目组“最具潜力创新方案” 和企

业组“最具发展性创业项目” 等奖

项。 其中“最具潜力创新方案” 面

向区域内高校女大学生或注册成立

一年之内的公司征集创新方案， 方

案设计者或团队主要成员以女性为

主。 “最具发展性创业项目” 面向

区域中成立 5年之内的， 且公司创

始人或核心成员以女性为主的企业

创业项目。 针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所作出的贡献， 今年还特别增设

“抗疫特别贡献奖” 评选， 面向区

域内有抗击疫情相关的技术服务和

产品的企业或项目， 公司创始人或

核心成员为女性。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郑丽敏

本报讯 为进一步落实餐饮具

集中消毒单位管理平台运用， 规范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经营行为， 促

进监督工作提质增效， 日前， 上海

市卫生健康委监督所对嘉定 2 家餐

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开展监督指

导， 嘉定区卫生健康委监督所叶华

副所长和相关条线的卫生监督员参

与指导。

在检查过程中， 卫生监督员对

两家消毒服务单位的环境布局、 生

产场所卫生要求、 从业人员要求、

设备配置、 消毒工艺流程、 消毒产

品索证、 包装标识是否符合规范等

内容进行了监督检查。 同时结合市

所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管理平台建

设要求， 重点查看了企业远程监控

系统和信息化管理平台的落实情

况。 检查发现， 两家餐饮具集中消

毒单位虽然均已在清洗、 消毒、 包

装、 仓储等环节安装监控设备， 但

仍留有薄弱环节， 包装台、 检验室

等重点区域仍缺少单独的监控设

备， 存在一定的卫生安全隐患。 卫

生监督员现场针对发现问题和餐饮

具集中消毒单位管理平台填报流程

进行指导教育， 要求消毒服务单位

将生产环境自查情况、 产品卫生质

量自检情况、 产品出入库数量等数

据在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管理平台

上每日进行信息化填报。

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管理平台

作为监督机构、 企业经营者、 消费

者三方互通信息的桥梁， 今后， 卫

生监督员将通过该平台， 在办公室

或者用手持执法终端就能实时远程

查看餐饮具消毒单位各个生产环节

和作业场所状况， 实现市、 区卫生

监督机构对餐饮具消毒单位各生产

消毒环节的实时监控。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淋清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

判机制改革， 发挥人民法院解决行

政争议的的司法职能， 15 日下午，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举行“行政

争议协调和解工作室” 成立暨签约

仪式 ， 并发布 《上海闵行法院

2019 年度行政审判白皮书》 及行

政争议协调化解典型案例。

据介绍， “工作室” 是由闵行

法院与闵行区司法局协力打造的

“行政审判” 与“智慧调解” 的互

动直通车， 作为多元调处中心的实

运载体， 今后“工作室” 将通过闵

行区司法局委派调处、 特邀调处、

法官“零距离” 指导、 强化诉前调

解员主导调处、 探索诉中法官与调

解员协同调处工作模式， 进一步推

动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

活动当天， 闵行法院还与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 闵行区司法局共同

签署了 《关于联合推进行政争议实

质性解决机制的框架协议》， 探索

行政案件集中管辖后“两点一地”

（浦东 、 闵行两点 ， 工作室一地 ）

联动化解行政争议的方式方法， 打

通异地化解矛盾的梗阻环节； 与闵

行区人民检察院共同签署了 《关于

加强闵行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协

作配合的工作办法》， 确立区检察

院与法院共同开展行政争议多元调

处的工作新模式。

此外， 闵行法院还发布了 《上

海闵行法院 2019 年度行政审判白

皮书》 及行政争议协调化解典型案

例。 据白皮书统计， 2019 年上海

闵行法院共受理各类行政诉讼 976

件， 审结 1056 件。 从各区受案数

量来看， 涉静安区行政诉讼案件

307件，涉奉贤区行政诉讼案件 176

件，涉松江区行政诉讼案件 129 件，

涉青浦区行政诉讼案件 195 件，涉

金山区行政诉讼案件 75件，涉市级

机关及其他辖区机关行政诉讼案件

97 件。 从案件类型和区域分布来

看，行政强制、行政合同、行政处罚、

信息公开、 行政登记等五类案件占

比超过八成。

值得注意的是， 2019 年， 行

政领导出庭应诉率总体稳定， 出庭

应诉总量有提升。 此外， 辖区内行

政争议的协调和解工作稳步推进，

调撤案件总量上升， 协调化解率在

全市基层法院范围内排名前列。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随着连续两日申城高

挂暴雨蓝色、 黄色预警， 记者从市

水务部门获悉， 目前上海市管 25

座泵闸已实施“一闸一案”， 以有

效保障城市防汛安全。 此外， 今年

市府实事工程中的 11 项道路积水

改善工程也有 2项“火线” 开工。

据介绍， 市管泵闸是本市防汛

排涝的骨干水利工程， 是城市挡潮

排涝的主力军。 为确保市管泵闸设

施设备正常运行、 有效保障城市防

汛安全， 积极修订契合新形势的防

汛预案， 实现市管 25 座泵闸“一

闸一案”。

对备品备件、 抢险物资、 救生

器材等各类防汛物资， 水务部门进

行了清查整理， 对重要物资的储备

数量、 存放地点、 质量可控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管理， 确保防汛应急响

应期间各项工作不断不乱。

水务部门还组织运行养护单

位、 应急抢险队伍开展实地演练，

内容包括应急手动开泵、 模拟停电

应急手动关闭闸门、 外线供电故障

应急供电、 应急抢修水泵工作闸

门、 消防演习等， 有效提高对突发

情况的处置能力。

此外， 为提高本市道路防汛能

力， 解决暴雨积水问题， 今年本市

中心城区共有 11 条道路积水改善

工程被列入市府实事工程。 近日，

有两处道路积水改善工程实现开

工。 据悉这些项目完工后， 将大大

提升该路段的抗涝能力， 缓解暴雨

期间道路积水和由于周边道路积水

造成的居民住宅小区积水的压力，

提升周围居民的生活品质， 让老百

姓出行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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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主要泵闸实施“一闸一案”
11项道路积水改善工程有2项“火线”开工

助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再深入

闵行法院成立“协调和解工作室”
2020年上海市女性创业大赛正式启动
特别增设“抗疫特别贡献奖”

运用信息化平台 提高餐饮具监管效果

普陀区首个社区

“四史”学堂成立

“家门口”学起了民法典

福寿园“生命教育”荣获

2020中国十大慈善项目
上海将建百家“标杆性无人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