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3月上旬 已行政受理高空抛物案40余起
上海警方持续净化本市治安环境 本市寻衅滋事等案件接报同比下降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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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昨天起， 本市启动 60 岁及以上人

群新冠疫苗预约接种工作。 “我们今天轮到了很

高兴， 能够早点打针更放心！” 普陀区长寿街道

第一个接种新冠疫苗的周先生高兴地说。

昨天下午 1点左右， 长寿街道第一批预约接

种新冠疫苗的老年人已经来到了长寿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大楼， 等待接种。 第一个完

成疫苗接种的周先生难掩激动地说： “60 岁以

上的老人容易感染新冠肺炎， 我们今天轮到了很

高兴！ 为了我们的健康， 能够早点打针更放心。”

而那些还没有预约接种的居民也早早前来咨

询新冠疫苗接种事宜。 昨天上午 9时， 在曹杨新

村街道花溪园居委会， 社区工作人员们已经在忙

着接待前来咨询新冠疫苗接种事宜的阿姨爷叔

们， 向他们详细介绍疫苗接种的预约流程、 时间

地点以及注意事项。

居民成阿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来到居委

会进行预约登记， 在花溪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

健的指导下， 完成了“健康云” 个人信息的登记

预约， 并现场填写了知情同意书、 健康承诺书。

成阿姨说道， “我原本是有点小顾虑的， 但是看

了电视上张医生的知识普及， 今天又听了居委会

的详细介绍， 我觉得自己完全是可以接种的。”

目前， 曹杨新村街道以居委会为单位， 通过

“上海疾控” 微信公众号或“健康云” APP 在新

冠疫苗预约管理平台上注册单位账号， 生成社区

二维码， 符合条件的辖区居民可以通过扫码填报

个人信息和接种意愿进行预约。 到了接种当天，

只需带好“一证一书两码”， 即可到曹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进行疫苗接种。 不过， 还有一些老年

人因为自身患有一些基础疾病， 对接种存在疑

虑。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解释道， 可以把病历卡带

过去， 让现场的医生来评估是否可以接种疫苗。

目前， 针对本市 60-75 岁身体健康、 无禁

忌症的社区居民， 通过社区整建制登记预约接

种， 至指定社区接种点接种。 对于 60-75 岁在

职在岗人员也可选择参加单位整建制组织的疫苗

接种， 至大型临时接种点接种。 76 岁及以上居

民根据接种进度安排， 适时启动接种。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为打造更高品质的平安上海，

持续推动上海城市更干净、 更安全、 更有

序， 上海公安开展了“除隐患铸平安” 专项

行动。 昨天上午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据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副总队长季增令介

绍， 今年以来本市寻衅滋事等案件接报同比

下降 22.7%， 截至 3 月上旬， 已对高空抛物

行政受案 40 余起， 刑事立案 2 起， 在文明

养犬方面， 累计行政处罚不文明养犬行为

1680余起。

寻衅滋事、 聚众斗殴等违法案件有时

虽未造成严重后果， 但往往是滋生恶势力

的苗头。 对此， 上海警方紧盯举报线索和

重点场所， 加大查处打击力度， 全面提升

刑事破案率和治安处罚率， 严防“小恶”

积成“黑恶”。 今年以来本市寻衅滋事等案

件接报同比下降 22.7%， 有力净化了治安环

境。

高空抛物是城市一大安全隐患。 近年

来， 高空抛物事件在上海也时有发生， 这一

不文明的行为已威胁到群众健康和财产安

全。 上海警方综合应用调阅监控、 走访调

查、 痕迹鉴定等措施， 依法严查高空抛物实

施者， 并结合其主观故意、 行为造成后果等

因素， 对高空抛物者作出处理。 截至 3 月上

旬， 已行政受案 40 余起， 刑事立案 2 起。

今年 3 月， 高空抛物罪已成为独立罪名入

刑， 在此倡议市民群众养成文明的生活习

惯， 切莫为贪图方便、 发泄情绪作出不理智

的举动， 物业服务企业也要积极履行安全保

障义务， 共同遏制高空抛物行为。

此外， 上海警方聚焦市民身边事、 关心

事、 牵挂事， 主动延伸管理触角。 严格规范

犬类管理， 是共建文明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一方面， 上海警方通过开展规范养犬

集中整治行动， 对流浪犬顽疾加大收容整治

力度， 对饲养禁养犬等违规养犬行为加大处

罚力度， 累计行政处罚不文明养犬行为 1680

余起， 还市民干净有序的生活环境。 另一方

面， 会同市精神文明办、 市农业农村委、 市

宠物业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志愿者， 组织开展

了“爱， 就带它回家” 流浪犬回归家庭公益

领养项目， 已有 86 条流浪犬被爱心人士领

养， 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 在此，

也呼吁广大市民为爱犬免疫登记， 文明养犬，

鼓励有条件的爱心人士参与流浪犬爱心公益

领养活动。

针对无人机等“低慢小” 违法违规飞行活

动影响治安的问题， 上海警方一方面加强管

理， 引导无人机持有者在“智能无人机管控系

统” 进行注册登记和飞行报备， 另一方面以重

点单位、 机场净空保护区等管控空域为重心，

强化网格化巡防巡控， 及时发现、 制止、 查处

违法违规飞行活动。 今年以来， 共查处黑飞

“无人机” 1770余架次， 维护低空领域安全。

社区里， 家庭矛盾、 邻里纠纷时有发生，

如果不能及时化解， 很有可能转化为治安、 刑

事案件。 上海警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 把社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社区民警

的一项重要工作， 关口前移、 源头预防， 使社

区的小矛盾、 小纠纷“发现得早、 处理得好”。

今年以来， 全市矛盾纠纷化解率均在 98%以

上。 目前， 本市 3550 余名党员社区民警几乎

全部兼任了居 （村） 委党组织副书记， 通过这

一方式， 许多看似“微不足道” 但又让人头痛

的矛盾纠纷得以成功化解。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嘀、 嘀、 嘀……” 电瓶

车集中充电棚内， 顶部的热成像摄像头

突然发出 5 声警报， 紧接着， 几辆发生

充电故障的电瓶车开始冒烟起火。 当火

情最炽烈时， 记者甚至感受到扑面而来

的热浪。 但就在此刻， 棚顶的智能喷淋

装置“倏” 地打开， 一股股清流呈花洒

状喷洒在起火点四周， “水火交锋”， 浓

烟和刺鼻的味道开始弥漫， 而火情也得

到一定抑制。 很快， 得到自动警讯的社

区微型消防站消防员穿戴整齐奔跑而来，

迅速打开水枪， 粗壮的“水龙” 将火情彻

底扑灭……

昨天下午， 市房管、 消防部门联合召

开 2021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新增电动自

行车充电设施和加装消防设施” 现场推进

会。 各区房管、 消防部门实地观摩徐泾北城

欣沁苑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智慧消防云

平台， 调研学习了小区地下非机动车库、 地

上非机动车棚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装置和消

防设施建设情况， 观看简易喷淋扑救电动自

行车火灾模拟实验， 并召开会议部署强化相

关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工作。 记者从会上获

悉， 本市预计在 9 月底前全面完成建设任

务。

据统计， 去年全市电动自行车共发生火

灾 421 起， 造成 20 人死亡、 19 人受伤。 此

类火灾起数占比不足 10%， 但亡人数、 伤人

数均超过 30%以上。 大量火灾案例显示， 电

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迫切需要加装消防设

施来提高防范等级。

根据市委、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2021

年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通知要求， 市房

管、 消防部门分别制定了专门工作方案， 落

实“老旧小区新增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和

“为老旧小区内既有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

所加装消防设施” 两个为民办实事项目具体

建设任务。 其中， “为老旧小区内既有电动

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加装消防设施” 项目今

年将优先选取 200平方米以上的电动自行车

集中充电场所进行改造， 具体做到： 一是增

设简易喷淋系统。 二是加装火灾探测器。 三

是在出入口、 充电区域增设视频监控系统。

四是更换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老旧电气

线路， 并加装断电保护装置。 五是加装机械

排烟、 消防应急照明、 疏散指示标志、 灭火

器、 手动报警装置等消防设施设备， 条件成

熟的将加装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等各类智慧消

防及物联网设施等。

申城60岁以上人群

新冠疫苗昨起开打
“今天轮到了很高兴，早点打针更放心！ ”

上海开建电瓶车集中充电“智慧消防”

该为民办实事项目预计 9月底前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电动车充电棚内加装的喷淋装置 微型消防站消防员对燃烧电瓶车灭火 记者 夏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