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闵伟锋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上海海关

获悉， 近日， 在上海海关的监管

下， 199.5 吨被放射性污染的樟子

松板材被退运出境。 此前， 这批货

物从上海洋山港卸船， 在通过上海

洋山海关进口卡口时， 触发核辐射

报警。 洋山海关查验人员随即对板

材实施放射性检测排查， 发现辐射

类型为人工核素铯 -137， 确定板

材有放射性污染嫌疑。 后经实验室

检测， 其铯 -137 的活度浓度超过

了国家规定的免管浓度值。 据此，

上海海关判定该批货物属于被放射

性污染的物品， 依法对其作出退运

处理。 这也是洋山海关首次在进口

板材中查发人工核素铯 -137。海关

提醒： 人工核素铯 -137 的半衰期

长达 30.17 年， 会对身体产生较持

久的影响。企业在货物进出口时，要

注意放射性污染方面的风险。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在第十个“全国交通

安全日” 到来前夕， 上海市公安局

黄浦分局交警支队与知名快餐连锁

企业协作共建， 成立了首个骑手外

送安全教室， 并启用全新制作的道

路安全视频教程。 昨天， 黄浦交警

交通安全日主题活动暨外送安全教

室揭牌仪式在黄浦区打浦桥举行。

据悉， “放心送安全教室” 是

今年成立的警企共建项目， 为外送

骑手制作全新的道路安全培训视

频， 以非机动车骑行规定八大要点

为内容， 进一步提升骑手对道路安

全的意识和重视， 传递交警守护安

全和外送骑手文明出行的交通安全

理念。 活动中， 骑手代表上台宣读

《骑手行车安全承诺书》。 其间， 黄

浦交警支队为骑手代表们开启首堂

道路安全培训课程。

随着“安全教室”的揭牌，今后

每名新骑手上岗前都会接受安全培

训， 每个季度会针对不同骑手的表

现开展培训宣导会， 此次更新后的

道路安全视频教程， 也会在明年 5

月前完成对全国 4万多名骑手的再

培训。

警企共建首个骑手外送安全教室

记者 王湧 摄

进口板材有放射性污染
上海洋山海关将其退运出境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鹏飞

本报讯 法治文化长廊、 法治

教育讲师团、 暑期普法嘉年华……

在位于上海远郊崇明的港西镇， 社

区法治实践基地通过举办各类法治

展示和体验活动， 展示崇明区及港

西镇的法治实践成果， 目前已初步

形成了具有崇明特色、 农村特点的

法治教育品牌。

崇明区港西镇社区法治实践基

地于 2015 年 12 月正式对外开放，

由法治文化长廊、 法治教育展示中

心和法治培训中心三部分组成。

在探索平台特色化建设过程

中， 崇明港西镇积极整合辖区内

“小英关爱留守儿童工作站” “老

潘调解工作室” 等公益性社会组织

资源， 引导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关爱

留守儿童、 解决民事纠纷、 维护社

会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同时，

组建由司法人员、 基地员工和青保

工作者组成的法治教育讲师团， 实

现“一人一主题、 一人一讲稿、 一

人一课件” 的目标， 通过流动课堂

每年开展 20 多次普法活动， 成功

打造了具有港西地区特点的普法教

育平台。

为辐射周边社区， 实现对象多

元化覆盖， 法治基地每年以丰富学

生暑期生活为目标， 从未成年人认

知特点和兴趣出发，联合镇司法所、

事业办等多部门精心策划开展暑期

普法嘉年华活动， 通过法律知识讲

座、普法游戏等活动，提升中小学生

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 增强他们的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截至目前已

成功举办 5 届暑期普法嘉年华活

动。 法治基地还面向全区组织开展

了残疾人法治知识竞赛、 中小学生

交通法规竞赛、 特殊人群矫正教育

以及人民调解员培训等法治教育活

动，每年服务各类人群 500 余人次，

真正实现服务对象多元化覆盖。

此外， 法治基地还突破传统的

说教方式， 创设了三个新颖的学法

体验平台， 实现教育手段立体化服

务。 今年， 崇明港西镇法治实践基

地还荣获 2016—2020 年上海市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昨天， 闵行区法宣办

在上海市文化地标———七宝老街举

办了第八个国家宪法日暨闵行区

33 届宪法宣传周启动仪式。 记者

注意到， 与往年不同， 今年闵行区

别出心裁地结合了邮政服务的形

式， 推出了可阅读、 可体验、 可参

与的“快闪式” 宪法宣传活动， 让

法治体验更加“沉浸式”。

为了让“宪法红” 走进千家万

户， 闵行区法宣办打造了一张“宪

法红在闵行” 专属有声明信片。 活

动现场， 一封封“宪法” 明信片承

载着市民的法治初心寄往远方， 大

家也留下了 2021 年的法治记忆。

在主题活动中， 闵行区法宣办还搭

建了法治文艺节目展播平台。

在今年宪法宣传周期间， 闵行

区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各成员单

位也将组织形式多样的宪法宣传系

列活动、 开展法律咨询巡回服务，

各涉农街镇也将开展法治巡演活

动， 送法下乡村， 持续丰富“宪法

红在闵行” 的品牌内容， 不断提升

法治的影响力。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

院于昨日举办了“司法服务保障

‘创新举’ 营商环境优化‘再升

级’” 新闻发布会。 据悉， 该发布

会首创了普陀法院发布会以来的三

个“首次” ———首次以中英文双语

形式发布典型案例， 更广范围传播

司法裁判价值与导向； 首次发布以

类案化解为素材的三个工作案例，

多维度呈现普陀法院在发挥商事审

判职能服务保障区域营商环境的工

作动态、 举措及阶段性成果； 首次

系列化展现企业产权保护新成果，

《企业转型升级中产权司法保护系

列审判白皮书》 对企业转型升级概

况进行“全景扫描”， 为企业治理、

生产经营、 资金筹集等方面提供规

范引导。

会上， 普陀法院党组成员、 副

院长刘亚玲介绍， 普陀法院服务保

障营商环境始终坚持制度完善这一

中心， 抓好审判质量、 审判效率

“两条主线”， 从纠纷多元化解、 知

识产权审判、 服务区域发展三个方

面着力， 持续巩固营商环境建设成

果， 确保营商环境工作推进“有规

划、 有力度、 有成效”。

会上还发布了 《服务保障营商

环境十大典型案例》、 《服务保障

营商环境商事审判工作典型案例》

（中英文版） 以及系列白皮书， 此

次白皮书聚焦内容由某一类案件转

变为与企业转型升级相关的多类案

件， 案例的选取也聚焦于新业态、

新模式， 既有涉及网络游戏产业玩

家不当行为也有涉及“租车” 新骗

局等内容。 商事庭庭长蒋浩表示，

内容及形式的转变主要为了更好服

务辖区经济社会发展， 更有针对性

地发挥司法在企业治理、 生产经

营、 资金筹集等方面的规范引导作

用， 让商事主体在浏览白皮书时能

够获得更扎实、 更优质的司法体验

感和满足感， 助力普陀区深入推进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下一步， 普陀法院将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上海要瞄准最高标

准、 最高水平，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 的重要指示精神， 对照相关

工作部署， 立足区域发展大局， 持

续升级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模式， 探

索更多创新举措， 为市场主体提供

优质司法服务， 助力普陀区打响

“人靠谱 事办妥” 营商环境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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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服务保障“创新举”

营商环境优化“再升级”
普陀法院新闻发布会三个“首次”为企业提供规范引导

“快闪”邮局让法治体验更加“沉浸式”

闵行司法局供图

崇明区港西镇：

打造崇明农村特色法治教育品牌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今天是第 34 个“世

界艾滋病日”， 我国宣传活动的主

题为“生命至上、 终结艾滋、 健康

平等”。 记者从上海市卫健委获悉，

截至 11月 20日， 今年本市共报告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693 例， 本市

艾滋病疫情维持低流行水平。

市卫健委透露， 自 1987 年上

海市报告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以来， 截至今年 11 月 20 日， 本市

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27861

例， 艾滋病病人 9471 例， 死亡

2444 例。 今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20

日， 本市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693 例 ， 较 2020 年 同 期 增 加

14.2% ， 较 2019 年 同 期 下 降

13.3%。 报告艾滋病病人 500 例，

艾滋病死亡病例 194例， 分别较去

年同期减少 10.6%和 24.8%。 无母

婴传播病例报告。

今年， 本市艾滋病疫情呈现以

下特点： 艾滋病疫情维持低流行水

平， 今年报告的感染者人数虽较去

年同期有所增加， 但较 2019 年同

期下降 13.3%； 本市报告的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仍以男性为主， 报告的

男性感染者 1540 例， 占 91%， 与

去年同期持平； 经性途径传播仍是

本市艾滋病的主要感染途径， 并且

仍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 在报告

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 经性

传播占 96.4%； 男性同性传播占性

传播途径的 58.8%； 本市报告的 60

岁及以上老年感染者报告比例与去

年持平， 报告 60 岁及以上老年感

染者 196 例 （11.6%）， 其中男性占

85.2%， 60 岁以上老年感染者及其

中男性感染者占比均与去年持平；

本市已连续 12 年无母婴传播病例

报告。

本市为进一步加强艾滋病综合

防控， 市公共卫生工作联席会议各

成员单位和各区政府密切配合、 协

同合作。 本市多部门联合行动， 严

厉打击涉黄涉毒犯罪和涉嫌故意传

播艾滋病案件。 并创新宣传方式，

精准推送， 全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

知晓率达 90%以上。

上海还开展了高危人群综合干

预， 探索检测 + 综合干预模式，

鼓励自我检测， 最大限度发现感染

者和病人。 据悉， 本市今年已完成

37 个国家级和 10 个市级艾滋病监

测哨点工作， 开展高危行为风险评

估， 强化初筛阳性者后续支持服

务。 针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实行

全程管理， 进一步规范随访与治

疗， 建立检测发现、 规范转介、 规

范治疗等全程服务管理模式， 目前

本市感染者和病人随访管理率和治

疗比例均达 90%以上。

上海市艾滋病疫情维持低流行水平
连续12年无母婴传播病例报告

市民观看“黄浦区流动禁毒科普教育馆” 展品 记者 王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