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静安探索智慧楼宇服

务新生态有了新进展。 昨天中午，静

安嘉里企业中心大堂里，一字排开的

数台机器人投入运营。 午高峰时，外

卖小哥将外卖直接放入机器人中，再

由机器人直接配送至楼宇用户手中，

实现楼宇内“最后一百米”无人化配

送，带来全新智慧楼宇服务体验。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从昨天起， 黄浦区南

京东路街道协同医疗机构启动新冠

疫苗接种进楼宇服务。 首批 1000 多

位员工就地接种， 大大方便了上班

族。

据楼宇负责人介绍说， 根据前

期搜集的信息， 周边的多个楼宇有

许多希望能够尽快接种的员工， 所

以街道这次提出让员工可以就地接

种， 双方的想法不谋而合， 很快就

付诸行动。 据悉， 南京东路街道还

将在更多点位协调设置临时疫苗接

种点位， 以满足更多楼宇员工的接

种需求。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昨天下午， 松江公安

正式启动“护好钱袋子 全民反诈

骗” 2021 年巡回宣传活动， 民警自

编自排自演的反诈小品 《我的野蛮

男友》， 惟妙惟肖地还原了网络交友

“杀猪盘” 骗局。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昨日是上海水上安

全警示日，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围

绕“安全航行， 关爱生命， 保护

水域环境” 的主题， 通过设立咨

询台、 悬挂标语横幅、 设置宣传

展板、 开展交流座谈会等形式，

在十六铺 3 号码头、 城建码头、

莫干山涉水工程工地等全市 30 余

个点位开展水上安全宣传活动。

上午 10 时许， 在复兴东路渡

口宣传点， 执法人员现场向港航

从业人员和市民广泛宣传水上安

全知识、 内河船舶污染防治、 典

型事故案例和违法违章危害后果

等内容。 执法人员表示： 安全是

人命关天的大事， 要天天讲， 时

时抓。 水上安全事故一旦发生，

会给市民的出行带来极大的隐患，

我们通过宣传的形式给相关的从

业人员和企业敲响警钟， 共同打

造安全的出行环境。

一位港航企业工作人员说，

活动让自己更加了解安全相关的

法律法规， 以后在工作中还要掌

握更多的应急安全知识， 提高防

范意识。

市民张女士说： “原以为水

上和渡口码头的安全与我们普通

市民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知道了，

我们也要发挥好监督作用， 保护

好母亲河。 另外， 乘坐轮渡的时

候还是要戴好口罩， 隔离病毒，

保护好自身安全。”

在随即召开的交流座谈会上，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强调港航企业

要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 提升安

全防范水平，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黄浦江码头岸线建设

管理等公司表示， 将积极贯彻落

实市交通委执法总队的各项监管

要求， 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

强化对安全隐患的排查治理， 保

障浦江游览营运安全。

据悉， 除了现场活动， 执法

人员还深入辖区水域开展相应的

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向船员和相

关从业人员宣传安全知识和相关

的法律法规， 指导船员安全航行

和规范穿着救生衣.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表示：

“2021 年， 我们在大力开展好各类

宣传活动的同时， 也会持续强化

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严查各类安

全隐患， 切实保障好水上安全形

势持续稳定。”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日前， 三分院以涉

嫌内幕交易罪对首善财富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下称首善集团） 原

董事长吴某某、 原财务部负责人

李某、 原交易部负责人车某某提

起公诉。 该案系本市截至目前涉

案金额最大的内幕交易案。

经查，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2 月，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宝新能源）与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开

展股权合作，吴某某系上述两家公

司股权合作的中间介绍人，属内幕

信息知情人。 内幕信息敏感期内，

吴某某指使下属操控“首善集团”

等 9 个证券账户，由李某负责财务

部开立证券账户、调拨资金及融资

付息等，车某某负责交易部进行股

票交易， 累计买入宝新能源股票

9747 万余股， 交易金额 8.37 亿余

元，产生交易亏损 1.39 亿余元。

目前， 三分院以涉嫌内幕交

易罪对首善集团原董事长吴某某、

原财务部负责人李某、 原交易部

负责人车某某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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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一中院网络司法拍卖公告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将在公拍网 （https://www.gpai.

net) 举行网络司法拍卖， 现将拍卖标的公告如下。 竞买人即日在公

拍网拍卖平台查阅拍卖信息包括标的物详情、 竞买公告、 竞买须知

等并向本院咨询了解详情预约现场看样， 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网上报

名并支付保证金。 委托代理竞买人、 联合竞买人、 优先购买人须事

先向法院提交审批材料经法院确认后再到网络拍卖平台报名参加。

1、拍卖标的：枸杞酒、木梳、扇子、挂珠、手串、笔筒、小木桶、瓷盘、书法

等一批。

拍卖时间：2021年4月13日10时至2021年4月16日10时

2、拍卖标的：枸杞酒、木梳、扇子、挂珠、手串、笔筒、小木桶、瓷盘、茶盘、

木雕、书法等一批。

拍卖时间：2021年5月5日10时至2021年5月8日10时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昨日， 市市场监管局

举行全市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公开承诺活动， 光明乳业、

太太乐等 30 家企业代表现场签订

承诺书， 全市 1300 余家在产食品

生产企业通过网络同步签订承诺

书， 公开承诺严格履行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

记者了解到， 2020 年， 市市场

监管局针对食品生产企业， 特别是

中小企业主体责任意识薄弱、 责任

不清、 管理制度不完善等系统性问

题， 通过制定一张清单， 完善两项

制度， 推进三个体系等系列措施,

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在上海千家

生产企业“生根”。

以企业主体责任公开承诺为契

机，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将综合运用

飞行检查、 第三方参与监管、 物料

平衡审计检查等多种检查手段， 进

一步提高监管工作的靶向性和精准

度， 压实食品生产企业的食品安全

主体责任。 全面推进食品生产企业

从业人员抽查考核， 确保食品安全

管理“有制度、 有机构、 有人员、

有能力”。 全面推进食品生产企业

定期自查制度， 确保食品生产过程

持续合规。 全面推进乳制品和肉制

品行业质量提升安全提升， 分类分

步促进食品行业高质量发展。 此

外， 在加强行业自律、 维护行业利

益等方面发挥食品行业组织的优

势，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桥梁纽带

作用， 共同推动食品安全工作互动

和风险防控联动。

“一张清单”即《上海市食品（含

食品添加剂、食盐）生产企业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清单》 详细梳理食品生

产企业和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要求， 为食品生产企

业划定了明确的食品安全底线。

“两项制度” 则是通过完善食

品生产企业供应商检查评价制度以

及食品生产企业自查制度， 夯实食

品生产企业管理基础。 此前发布的

《上海市食品生产企业供应商食品

安全检查评价实施指南》 全面推进

本市所有食品生产企业建立健全供

应商检查评价制度， 建立生产源头

控制机制。 目前， 上海食品生产企

业已 100%建立供应商检查评价制

度和定期自查制度。

据悉， 本市食品生产企业已

100%建立实施 HACCP 体系 .而在

食品生产过程智能化追溯体系方

面， 已建成的企业有 250 家， 正在

建设 56 家， 基本覆盖本市高风险

食品生产企业。 此外， 在日常监督

检查基础上， 逐步形成“日常监管

+ 飞行检查 + 第三方体系评价” 的

常态化监管机制， 强化企业主体责

任和监管责任双落实， 实现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的监管闭环。

沪1300余家食品企业签订承诺书
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在企业“生根”

第11个“水上安全警示日”，市交通委执法总队

赴30余个点位宣传水上安全

涉案金额高达8亿！
首善集团原董事长吴某某涉嫌内幕交易罪被公诉

“护好钱袋子 全民反诈骗”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陆泽昭

本报讯 “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 昨天， 上海市公安

局宝山分局月浦派出所党支部组

织民警前往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

纪念碑祭扫革命先烈、 重温入党

誓词。

为推进党史教育走深走实，

清明节前夕， 20 名民警怀着崇敬

的心情， 在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

纪念碑前， 祭扫牺牲英烈， 重温

红色历史， 缅怀革命先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也是上海解放 72 周年。 上

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难打的城

市攻坚战， 上海解放战役的第一

枪在宝山月浦打响， 是上海人民

最深刻的红色记忆之一。 “和平

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要传承红色

遗志， 以我们的工作实绩为守护

平安上海保驾护航。” 月浦派出所

教导员周学东如是说。

图为清明节前夕， 20 名民警

怀着崇敬的心情， 在上海战役月

浦攻坚战纪念碑前， 祭扫牺牲英

烈， 重温红色历史， 缅怀革命先

烈

通讯员 吴越 摄

宝山民警在月浦攻坚战纪念碑祭扫英烈

静安：探索智慧楼宇服务新生态
实现“最后一百米”无人化配送

黄浦：新冠疫苗接种进楼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