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罗鹏飞 孙启凤

本报讯 近日， 铁路虹桥站派

出所查处一名伪造身份证件的违法

行为人， 其自称改小身份证年龄是

为了提高面试的成功率， 最终， 该

女子被上海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5日的处罚。

经查， 女子姓钟， 湖北孝感

人， 今年 30 岁。 2019 年底来到上

海从事酒吧工作， 她听说酒吧面试

时年龄越小， 入职的几率就越大，

于是便花了 700块钱找人办了一张

假身份证， 并且将年龄改小了 5

岁。 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下， 钟某认

识到了错误。

最终， 钟某因伪造国家机关证

件， 被上海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

5 日的处罚， 其伪造的假身份证被

依法收缴。

女子为求职伪造身份证被处行政拘留5日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徐爱英

本报讯 近年来医美行业兴

起， 因非法医疗美容而引发的纠

纷、 投诉高居不下。 一些非法美容

机构藏匿于商务楼宇中， 给市民健

康带来了威胁。 日前， 闵行卫监就

查处了这样一起案件。

近日， 闵行卫监所接到一起投

诉， 反映七宝镇某商务楼内开展非

法医美培训， 包括针剂注射和非法

手术。 接报后闵行卫监立即前往调

查处置。根据投诉信息，监督员来到

该商务楼的五楼， 找到了被投诉点

位，该地址室外无任何招牌，门口却

安装了摄像头； 室内一实操室像似

培训教室坐着十余人； 室内查见诊

疗床 5 张， 另外还有酒精、 碘伏、

无菌纱布等医疗用品， 场所负责人

辩称这些物品均为作生活美容培训

时所需， 否认开展医美培训。 经监

督员仔细检查， 现场未发现开展非

法医美、 开展医疗美容非法行为的

确凿证据。 监督员对该谈场所负责

人进行约谈， 发放了监督意见书，

告知其不得以美容培训为幌子开展

非法医美培训和实训操作， 如肆意

践踏法律红线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监督员将监督检查情况向该商

务楼物业管理部门进行了反馈， 要

求对该场所进行关注， 发现违法迹

象及时向卫监部门报告。 后续， 闵

行卫监将该场所纳入重点监控， 加

强追踪复查， 一旦查实违法行为将

依法依规严厉查处， 维护医美市场

服务秩序。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王晓丹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普陀区

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交通肇事

案， 一车辆在某医院入口处突然右

转最终撞向墙壁， 致使路上行人两

人重伤， 一人轻伤， 被告人徐某已

被依法提起公诉。

2 月 6 日上午， 徐某驾车前往

医院， 准备接探望丈母娘的妻子回

家。 徐某驾车至医院入口附近， 将

车停靠在入口人行道， 等待妻子下

楼。 就在这时， 后方一辆货车不停

鸣笛， 徐某于是立即上车准备驾车

驶入医院内部。 医院入口处有一点

坡度， 为了顺利上坡， 徐某猛地一

踩油门， 但是之前右转后方向盘没

有回正， 车辆瞬间失控朝右猛冲，

最终撞向墙壁被迫停下， 在这过程

中， 车辆左前方冲撞了一名男子，

右前方冲撞了两名女子。 随后， 民

警对徐某进行酒精含量测试， 检测

结果为 0.3mg/ml， 徐某为酒后驾

驶。

经查， 被告人徐某酒后驾车行

至某医院入口处的人行道上停靠，

后因操作不当， 驾车撞上在人行道

上步行的被害人龚先生、 张女士、

汪女士， 致使三人不同程度受伤，

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徐某负本起

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后， 徐某对部

分被害人进行了民事赔偿。

虽然徐某在主观上表现为过失

的犯罪心理， 但因他的不当操作，

客观上已造成两人重伤， 一人轻

伤， 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日前， 普

陀区人民检察院以交通肇事罪对被

告人徐某依法提起公诉。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梦凯

本报讯 近日， 杨浦警方在查

处一起非法改装货车后， 会同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成功捣毁一处货车非

法改装窝点， 抓获违法人员程某，

从源头上清除了该交通隐患。

9 月， 杨浦分局交警支队民警

在平凉路临青路路口开展整治时，

将一辆货车拦下进行检查。 民警在

检查时发现货车尾部安装了升降

板，且行驶证上没有相关备注。民警

现场给驾驶人讲解了非法改装车辆

的危害和隐患。

处理后， 民警根据驾驶人提供

的改装信息， 判断改装地可能系一

非法改装窝点， 遂上报交警支队。

支队立即落实专人循线调查。 通过

分析司机提供的大致方位和改装人

员微信朋友圈中的相关照片， 结合

走访调查， 民警判断该场地应该位

于闵行区一河道附近。

随后， 民警通过联动， 开展实

地排摸， 最终查明了该非法改装窝

点， 并成功锁定了该非法改装窝点

负责人身份， 固定了相关非法改装

证据。

目前， 该非法改装窝点负责人

程某已被移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大队，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通讯员 黄海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崇明区首座公共战

勤保障消防站———岱山战勤保障

消防站的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昨

天， 岱山战勤保障消防站开工奠

基仪式隆重举行。 仪式上， 崇明

区委常委、 副区长黄晓霞、 市消

防救援总队党委委员、 副总队长

沈渭勇等领导共同为新建消防站

奠基培土。

岱山战勤保障消防站位于岱山

路 1288 号， 用地面积为 7731 平方

米， 总建筑面积 4600 平方米， 规

划为战勤保障站， 设有 10 个消防

车位， 配置 10 辆消防车辆。 岱山

战勤保障消防站的建设， 是应急救

援体系建设的重要工程， 对于优化

崇明全区消防站点的布局， 夯实消

防安全基层基础， 提高全区公共安

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原党组书记、 董事长尹家绪

涉嫌受贿、 为亲友非法牟利一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经最

高人民检察院指定， 由上海市人民

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 记者昨

天获悉， 近日，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分院已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被告人尹家绪享有的诉讼权

利， 并讯问了被告人， 听取了辩护

人的意见。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 尹家绪利

用担任原长安汽车（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总裁），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

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

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

和个人，在企业生产经营、获取土

地优惠、个人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

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利用担任重庆长

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的职务便利， 将本单位的盈利业

务交由亲友经营， 致使国家利益

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依法应当以

受贿罪、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追究

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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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上海“一网通办” 线

上帮办系统自今年 9 月 10 日上线

试运行以来， 截至目前， 人工客服

用户累计帮办次数 2.4 万次， 日均

帮办次数 400 余次。 这是记者昨天

上午从市政府召开的“一网通办”

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信息。

今年年底前， 将实现“线上人

工帮办” 覆盖本市办件量居前 35

个高频事项； 至 2022 年底前， 覆

盖 100 个高频事项， 实现“线上人

工帮办” 1 分钟首次响应， 解决率

达 90%。 “我们希望打造成‘网购

型’ 线上政务客服， 更加高效、 专

业满足企业群众办事需求。” “一

网通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

这也是全国首个“一网通办” 线上

帮办系统和制度。

根据上海市政府办公厅 10月 9

日印发的 《建立完善帮办制度提高

“一网通办” 便捷度的工作方案》，

上海构建线上帮办和线下帮办相辅

相成的帮办制度。 9 月 10 日， 35

个高频事项上线试运行， 11 月 26

日正式上线。 记者了解到， 35个高

频事项涵盖了居住证办理、 小孩出

生“一件事”、 公积金提取、 职工

参保登记等企业和个人事项， 约占

“一网通办” 全年总办件量的三分

之一。

为何要上线线上帮办系统？ 据

介绍， “12345” 作为“一网通办”

的总客服， 承担了电话咨询工作，

但是“12345” 座席受限于知识库

和专业知识， 无法实时解答专业问

题， 需要派单给业务部门， 业务部

门按照“1515” （1 工作日联系 ，

简单问题 5 工作日解决， 复杂问题

15 工作日解决 ） 的要求反馈办事

人， 在时效上不能满足办事过程中

实时响应的需求。 “完善线上帮办

制度， 主要是解决企业群众在网上

办事过程中得不到专业人员实时帮

助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 线上帮办包括三

个服务渠道： 电话咨询，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电话和各单位咨询电

话； 网上“小申” 智能客服， 依托

“一网通办” 知识库提供快速智能

问答； 线上人工专业帮办， 在网上

PC 端或移动端， 通过文字、 语音、

视频、 截图、 录音等提供在线交互

帮办服务。

企业群众在“一网通办”平台网

上办事时，点开在线客服，首先都是

通过网上智能客服“小申”进行在线

咨询的。而如果用户提出的疑问“小

申”无法解决，就可以根据对话提示

申请“线上人工帮办”，此时，线上帮

办平台就自动转接了各有关单位

“线上人工帮办”， 用户便能开启与

具体办事专业人员的对话。

除了可在线上获得帮办服务

外，企业群众还可线下享受帮办。具

体来说， 目前上海共提供了两种线

下帮办机制：领导干部帮办，也就是

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到政务服务中

心， 陪同企业群众全流程办理政务

服务事项； 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帮办， 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

员帮助企业群众办理政务服务事

项。

据悉， 本市还将不断提升“小

申” 知识库的精准性和智能化水

平， 建设统一的知识库。 同时， 还

要创新线上帮办微视频， 利用录屏

的方式， 对于常见问题和容易填报

错误的地方重点讲解和提示。

全国首个“一网通办”线上帮办系统上线，已帮办2.4万次

35个高频事项可“网购式”帮办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原董事长尹家绪被公诉
涉嫌受贿及为亲友非法牟利

崇明区第一座公共战勤保障消防站开工奠基

驾驶操作不当撞向行人 致两人重伤 闵行卫监打击非法医美

杨浦警方成功捣毁一货车非法改装窝点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朱佳杰

本报讯 近日， 浦东警方成功

救下一名欲跳河轻生男子。 11 月

24 日 23 时 42 分许， 浦东公安分

局航头派出所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对方称需要民警帮他带话给他母

亲， “老妈很信任我， 辜负了她对

我的期望， 一次又一次骗她……”

闻言， 民警黄杰察觉情况不对， 可

当他想从报警人处获悉更多信息

时， 对方却突然挂断了电话， 仅留

下“航头路” 等模糊字眼。

见状， 黄杰立即根据报警人的

信息， 驱车赶赴沪南公路航头路附

近查看情况。 不久， 当他驾驶警车

至在沪南公路一座桥时， 终于发现

了一名形迹可疑的青年男子。

只见身穿深色衣服的男子， 此

刻正双脚踩在危险的桥梁护栏上，

身体摇摇欲坠。 面对民警的奋不顾

身， 被救下来的男子却没有劫后重

生的喜悦， 反而表现出了很强的抗

拒情绪， 见状， 黄杰当即上前安

抚， 待其情绪稳定后， 将其带所深

入了解。 据了解， 男子姓黄， 最近

与妻子刚离婚， 心理受到打击， 自

觉辜负了自己母亲期望的他， 一下

有了轻生的念头。 所幸， 通过黄杰

及其母亲的耐心疏导后， 黄先生终

于放下了不好的想法， 表示今后遇

到困难会与家人好好沟通并积极面

对。 事后， 黄先生母子对民警的热

心帮助表达了感谢。

感情受挫欲轻生，民警及时把人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