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以苏州河为根系， 桃

浦河为主干， 成网水系和多条绿廊

为枝叶， 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为果

实， 共同构筑充满生命力的有机

体， 以“普陀之树” 统筹全区绿色

发展新格局。 2 月 20 日， 上海市

普陀区举行“普陀区城市更新行

动———蓝网·绿脉·橙圈提升计划”

启动仪式， 全方面展示了未来 5 年

普陀区的城市更新行动。

本次城市更新行动注重“蓝绿

橙” 三色联动， 行动内容包括形成

“蓝绿橙” 三色联动的一张蓝图，

推进“蓝网、 绿脉、 橙圈、 宜居、

美路” 5 项提升计划， 实现全区贯

通开放的河湖水网、 多彩可及的公

园绿脉、 十全十美的美好生活圈、

深入民心的宜居品质和美观靓丽的

公共环境。

其中， 蓝网提升计划包括 10

项行动任务， 重点聚焦苏州河滨水

空间贯通、 桃浦河蓝绿空间贯通、

支级河网水系完善等内容进行提

升。 “十四五” 期间， 全区河道由

66条增加到 70 条， 集中水域由 25

个增加到 30个， 河湖水面积从 2.0

平方公里增至 2.5平方公里。

绿脉提升计划包括 12 项行动

任务， 通过“点上覆盖、 线上连

通、 面上提质” 三大策略， 重点聚

焦街头绿地绿化品质、 新增 2-4

公顷的大型绿地、 沿路绿带、 滨水

绿带、 行道树、 城市门户绿廊、 城

市防护性绿廊、 大型绿地以及全区

骨干树种等内容进行提升。 “十四

五” 期间， 将实现 500 米半径见绿

全覆盖， 新建绿地 75 万平方米，

绿化率达到 30%以上。

橙圈提升计划包括 5项行动任

务， 围绕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推动配套资

源向社区下沉， 不断提高公共服务

优质化水平， 重点聚焦实践“十全

十美” 美好生活盒子， 实现多元特

质化的空间体验， 实施全生命周期

的运营机制等内容。 “十四五” 期

间， 将加密现有 29 个网格化管理

片区， 进一步打造 40 个美好生活

圈； 新增 32 处美好生活盒子， 其

中 5 处十全十美理想型盒子、 6 处

特色服务型盒子和 21 处基本服务

型盒子。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刘妍钰

本报讯 在即将迎来嘉定区

（县 ） 人大设立常委会 40 周年之

际 ， 《嘉定区人民代表大会志

（1993-2011）》 近日出版发行。

据悉， 该志书是 《嘉定县人民

代表大会志》 的续志， 自 2013 年

3月正式启动编纂， 历时 8 年完成,

记述了嘉定从 1993 年撤县设区到

2011 年这一时间段地方国家权力

机关职能全面充分发挥、 人大工作

不断深化发展的历程。

中共嘉定区委书记陆方舟为本

志书作序。 他指出， 嘉定正在加快

打造“创新活力充沛、 融合发展充

分、 人文魅力充足” 的现代化新型

城市， 如何在人大工作中进一步强

化全过程民主的理念， 如何努力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民

城市治理效能， 如何充分发挥人大

及其常委会职能作用更好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是要深

入研究、 全面落实并持续推进的重

大课题。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徐天威

本报讯 2021 年“春节档”

贺岁片扎堆亮相， 吸引不少观影

爱好者前往。 为此， 闵行区卫监

部门开展了专项执法为市民安心

观影保驾护航。

春节期间， 闵行卫监组织人

员对辖区上海上影希杰莘庄影城

有限公司等影院开展了监督检

查， 指导经营单位做实做细疫情

防控措施， 严格查验健康码和体

温测量； 要求各影院严格按照

《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

控指南》 （第三版） 要求， 做好

员工健康管理， 强化疫情防控培

训， 严格岗位工作规范； 配足防

护用品， 做好消杀通风。

检查情况总体较好， 各影院

针对“春节档” 高人流提前做了

预案， 通过网络订票、 隔座售

票、 延长场次间隔等措施减少人

员接触和聚集。 后续， 卫监部门

将进一步加强电影院的监督检查

和疫情防控指导。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朱佳杰

本报讯 除夕夜， 本该是阖家

团圆、 家人共庆新春的美好日子。

有人却在这一天铤而走险， 实施盗

窃。 这不， 家住浦东新区新场镇的

潘先生家里就被窃贼光顾了， 无独

有偶， 住在隔壁的杨女士也被撬了

窗户， 盗了财物。 所幸， 一天之

内， 浦东警方就成功破获了这两起

入室盗窃案件。

2 月 11 日，浦东公安分局新场

派出所接报一起入室盗窃案。 据报

案人潘先生所说， 他在案发当日下

午 5点出门，8点左右到的家。 回家

后一看，家里的窗户被撬了，物品散

落了一地。心里“咯噔”一下，他立即

快步走到自己房间， 发现家里的现

金、中华香烟等物品都被偷走了，便

立即报了警。没过多久，潘先生的邻

居杨女士也联系派出所， 说是家里

的首饰和现金被偷了。接报后，民警

立即展开了调查。

经过分析甄别后， 民警判断两

起案件很可能是同一个窃贼所为。

通过调阅大量的公共视频以及实地

走访排摸后， 民警迅速锁定了一个

穿着深色外套的可疑男子。 该男子

在案发当日多次骑车出入案发现场

附近。 原先手中空无一物的他， 不

久后却是大包小包地出了小区， 具

有重大作案嫌疑。 经调查， 民警在

奉贤头桥地区发现了他的活动轨

迹。 一路循线追踪下， 民警掌握了

该嫌疑男子的真实身份以及其位于

杨浦区的落脚点。

2 月 12 日大年初一， 民警彻

夜守候伏击， 成功在杨浦区某小区

内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杨某某。 目

前， 部分被盗物品已被追回， 杨某

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相关工

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市公安

局获悉， 2 月 20 日 17 时许， 迪

士尼乐园一剧场演出期间， 一女

子无故上台拍打表演人员， 导致

演出中断。 经诊断， 该女子被确

诊为急性精神病障碍。

浦东公安分局民警接警后，

依法传唤肇事人员管某 （女， 35

岁）。 调查中， 民警发现管某思

维混乱、 语无伦次， 经联系其家

属， 反映管某曾有疑似精神疾病

症状， 此次系其独自一人于近日

来沪游玩。 经精神卫生中心诊

断， 管某被确诊为急性精神病障

碍， 目前已被医院收治。 此事未

造成剧场表演人员受伤。

□杨奕 摄影报道

本报讯 牛年春节长假已

过， 但武警官兵依旧巡逻值守在

外滩、 南京东路等沪上主要地标

旅游景区， 守护大都市的一方平

安。 昨日中午气温攀升至 23-24

度左右， 战士们在阳光下坚守值

勤岗位， 游客市民见了纷纷为他

们点赞。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随

申办”正式上线“新冠疫苗接种服

务”，现在通过微信、支付宝“随申

办”小程序，或者“随申办”APP 可

以在线预约新冠疫苗接种。

为保障出国人员的身体健康，

按照“知情同意、 自愿免费” 原

则， 本市继续开展因私出国工作、

学习人员新冠疫苗预约接种。 针对

近期因私出国的本市户籍或常住

居民（年龄范围是 18-59 岁）提供

线上登记，并根据离境时间安排预

约接种。 全程需接种两剂次，其间

至少间隔 14天，需要提前预约。

市大数据中心说， “随申办”

正式上线“新冠疫苗接种服务”，

现在通过微信“随申办” 小程序，

或者“随申办” APP、 “随申办”

支付宝小程序， 可以在线预约新

冠疫苗接种。

市民在预约成功后于约定时

间携带本人护照、 有效签证， 出

国的机票或电子凭证打印件，身份

证、户口本或居住证等材料原件及

复印件前往选定的预防接种门诊，

经现场核对确认后进行接种。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本报讯 日前在上海奉贤， 司机

姜某驾驶轻型厢式货车超载 61%， 却

拒不接受民警的正常处罚， 还驾驶机

动车冲撞交警暴力抗法， 试图驾车逃

离违法现场。 近日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对姜某批准逮

捕。

1 月 4 日 15 时， 民警陈某、 毛

某和 3名辅警在奉贤区大叶公路浦卫

公路路口处设卡执勤， 并查获一辆经

检测超重 61%的厢式货车。 当陈某开

处违章单时， 姜某趁陈某不备， 抢夺

陈某手里的驾驶证、 车辆行驶证， 试

图爬上驾驶室逃跑。 在姜某要关驾驶

门时， 陈某等人一同将姜某抓住。 姜

某手脚并用试图挣脱。 最终， 陈某等

人合力将姜某从驾驶室拉了下来， 将

未开具完的法律文书继续开具送达给

姜某， 并告知姜某他的车已经被扣留

了， 让姜某将车上的贵重物品拿掉。

姜某谎称要去驾驶室找东西， 进

了驾驶室。 当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到达

现场后， 民警要求姜某下车， 但姜某

一把拉上驾驶室车门并锁上了车门。

陈某见车辆已经发动， 怕姜某逃跑，

就站在该厢式货车的左前方， 让姜某

下车。 没想到， 姜某明知道陈某在车

前方， 还是踩油门要逃走， 陈某本能

地往侧面闪躲开了。

姜某扬长而去， 陈某等人驾驶警

车紧随其后， 最终在派出所增援民警

的协助下， 姜某终于被控制并被传唤

至派出所。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吕梦婷

本报讯 近日， 上海铁路公安处

苏州站派出所连续接到两起在高铁列

车上吸烟的案件， 违法人员李某和余

某各被处以 500元的罚款， 并被列入

铁路征信系统失信人员名单， 180 天

内被限制乘坐火车。

2 月 14 日晚上 8 时许， 正在行

进中的 G3232 次列车 13 号车厢卫生

间的烟雾报警器忽然响起， 乘警和列

车长接到司机指令后第一时间赶到了

现场。 敲开厕所门后， 一名浑身烟味

的年轻男子走了出来。

面对民警的询问， 男子李某承认

自己在上厕所时犯了“烟瘾”， 听到

有人敲门后立马用水将烟头浇灭， 并

扔到了垃圾桶中。 后李某被移交至上

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作进一步

处理。

就在两天之后的 16 日下午 ，

G7134次列车乘警也移交了一名在厕

所内吸烟触发烟雾报警器的旅客余

某。 据了解， 余某自称是第一次乘坐

高铁， 不知道列车禁烟的相关规定。

因为自己一直有上厕所抽烟的习惯，

所以才自然而然地点燃了香烟， 不承

想触发了烟雾报警器， 还导致列车晚

点 3分钟。

目前， 李某、 余某各被上海铁路

警方处以 500元罚款处罚。 除了经济

处罚， 两人还因为在列车上吸烟的行

为被列入铁路征信系统失信人员名

单， 180天内将被限制乘坐火车。

综合·社会A4 2021 年 2 月 22 日 星期一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陆如燕 见习编辑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本市近期因私出国工作、学习的人员注意

接种新冠疫苗可在线预约！
超载61%

还驾车冲撞交警

两男子吸烟致列车晚点

被处罚款并限乘180天

“蓝绿橙”三色联动

普陀启动城市更新行动

《嘉定区人民代表大会志（1993—2011）》发行

六旬男子除夕夜行窃，初一就被抓

迪士尼游客拍打演员
警方通报为急性精神病障碍患者

城市安全的“守护神”

闵行卫监开展影院安全专项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