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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将 100%纳入诚信评价管理体系

浦东力争三年培育200个放心基地
本报讯 （记者 蔡丽萍）浦东的地产
农产品有哪些新品种，有什么种植新技
术？农业企业、合作社如何确保产品安
全？6 月 12 日至 21 日，浦东农委举行为期
10 天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验活动，邀请市
民感受浦东地产农产品的安全生产和严
格监管的全过程。记者了解到，浦东将力
争三年累计培育农产品安全优质放心基
地 200 个。
“这个西瓜新品种有什么特点？”
“什
么样的食品才能称为有机？”……昨日下
午，来自北蔡、川沙、曹路的近 100 位市民、
农资经营户代表先后来到川沙新浜农业科
技示范园、百欧欢有机农场，参观蔬菜、西
甜瓜安全生产技术示范，
品尝新品种，
了解
有机生产技术等。来自北蔡镇的倪女士
说：
“我是一名村干部，对农产品的生产安
全工作有一定了解，今天从参观中学到了
很多经验，
回去将向农户宣传和传授。
”
据悉，去年区农委首次邀请市民体验
农产品质量安全活动，参与人数达 800 人
次，受到市民的欢迎。在去年成功举办的
基础上，今年结合放心农资下乡宣传活
动，区农委继续开展以“体验浦东农业，共
享优质安全”为主题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
验活动，通过网络报名、街镇组织等方式
招募体验者。
今年的活动较去年延长了体验时间，
市民参观百欧欢有机农场，
现场了解有机农产品的种植过程。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并设置了 5 个体验点，从有机生产、生产配
送、新品种的引进、示范和自动化智慧农
业等不同方面，展示浦东现代农业发展成 “管”
并举，
积极发展
“三品一标”
，
加强品牌
理实现生产主体全覆盖和西瓜、
草莓农产
果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成效。区农委
建设、品质管理。2017 年主要农产品例行
品二维码追溯全覆盖的基础上，稳步扩大
农业处处长薛循革表示，食品安全是市民
农业档案电子化管理，覆盖了新区主要经
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以上，
农产品
“三品
关心的热点，希望通过举办此类活动让市
一标”
认证率稳定在 70%以上，
全年未发生
济作物生产基地合作社和种植户。
民了解浦东的农产品安全监管工作，加强
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在去年成功创
下阶段，区农委将深入开展农产品安
市民的参与和监督。
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区）”的基
全优质放心基地创建活动以及农产品质
作为第一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础上，积极配合全市整建制创建农产品质
量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根据相关工
（市、区）”，浦东始终把农产品质量安全作
量安全示范市工作；进一步推动农产品质
作方案，浦东将采取区镇联动、分批推进
为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环节，坚持“产” 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在纸质农业档案管
的方式，力争三年累计培育农产品安全优

“深目”识别“失格”驾驶人

交警寻迹觅踪
擒获
“口罩哥”

质放心基地 200 个，其中蔬菜类 100 个、瓜
果类 80 个、畜水类 20 个。在信用体系建
设方面，浦东提出到 2020 年，建立起农产
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
机制，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诚信评价分级
管理模式。农资生产、经营单位，农业生
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
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将 100%纳入诚信评价
管理体系。

浦东各医院启动
“冬病夏治”
曙光医院新增夏季膏方项目
本报讯 （见习记者 严静雯 记者 张
疮、银屑病、慢性湿疹等。
琪）又到了一年“冬病夏治”的季节。日
除此以外，浦东新区光明中医医院、
前，浦东各大医院的相关科室陆续推出了
浦东新区中医医院两家中医特色医院于
“冬病夏治”门诊。除了传统的敷贴、针
本月开启“冬病夏治”门诊。综合医院如
灸，一些医院还推出了新的治疗方法。
公利医院、东方医院、浦东医院和人民医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是传
院等各大医院也于近日开启“冬病夏治”，
统的中医药特色三甲医院。除了继续开
针对呼吸系统疾病、关节炎等疾病推出相
展经典治疗项目如儿科的小儿敷贴、呼吸
应的治疗。据了解，大部分“冬病夏治”治
科的穴位注射敷贴、传统中医科的艾灸、 疗均需要提前预约，具体可以在门诊挂号
针刺、拔罐、磁珠压耳穴外，今年曙光医院
处咨询。
特别新增了夏季膏方项目。据介绍，夏季
“冬病夏治”并非简单的敷贴膏药，而
膏方一般适用于疾病缓解期，如慢性咳嗽
是一种综合性的治疗理念，包括针灸治疗
哮喘冬季易发、畏寒怕冷四肢不温、关节
中的艾灸、火罐、推拿，饮食调理等一系列
酸痛遇寒加重，月经疼痛得温则减、偏头
疗法。据介绍，曙光医院呼吸科通过同时
疼痛入冬尤甚等症状，也适合去年冬天服
采用“咳喘贴敷方”、穴位注射及中药汤剂
用冬令膏方的患者，达到“进补接力”的作
内服的手段，
“ 三管齐下”治疗咳喘。同
用。另外，一些专科也根据自身特色推出
时，在治疗期间，还应配合调节饮食，忌食
多种治疗项目，如骨伤科的督灸、眼科的
生冷、辛辣、油腻食物等，否则影响治疗效
经穴推拿、消化科的脐疗中药封包、泌尿
果。
外科的中药离子导入等。
专家表示，
“ 冬病夏治”的效果不是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也在本月启动 “立竿见影”的，经过一个夏天的治疗以
“冬病夏治”门诊，涉及传统医学科、治未
后，如果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仍建议患者
病科、针推科、呼吸内科、儿科及皮肤科。 持续坚持 3 至 5 年，加强疗效，才能真正稳
其皮肤科除传统的内治口服汤药、饮食治
定病情，甚至根治。医生提醒，
“ 冬病夏
疗，贴敷、艾灸、火罐外，还有火针、梅花
治”不能够完全代替疾病的治疗，尤其是
针、穴位注射、熏蒸、药浴等外治疗法，有
疾病程度较重的患者，还是应该听从医
效治疗受寒后易反复发作的皮肤病，如冻
嘱，采取合适的治疗手段。

《我有权利说不》进校园宣教
用情景剧方式教孩子学会自我保护
本报讯 （见习记者 严静雯 记者 张
琪）近日，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为 5 至 8
岁的儿童定制了一门特殊的课程《我有权
利说不》，通过浸入式情景剧的方式，让孩
子了解性侵犯知识，从而学会自我保护。
“这位怪叔叔要带你去偏僻的地方，
该不该去呀？”情景剧中，一位陌生的叔叔
要将小朋友带走。
“不要去，不要去！”台下
孩子们对着台上的小朋友齐声大喊。通
过课程，小朋友们初步学会了判断所处境
况是否危险、如何逃脱等技能。
据悉，项目团队特地邀请专业人士指

导体验式课程的细节，分别为幼儿园大班
的孩子以及小学一二年级学生设计了不
同的课程内容，幼儿园偏重对隐私部位的
介绍，小学主要讲解碰到性侵犯事件后的
处理。
该课程目前在明珠小学、梅园小学及
曹路幼儿园等 6 所学校和幼儿园试点推
出。
“课程分为两个阶段，让孩子能够巩固
知识。”项目负责人郭祎介绍，
“通过课程
我们发现，谈论性心理知识，让孩子们知
道自己该怎么做只是我们的第一步。学
生、家长、老师都应该积极参与进来。”

本报讯 （记者 张敏）近日，一个因
酒后肇事失去驾驶资格的男子，为能继
续开车，竟然乔装打扮成“口罩哥”，企
图在驾驶证被扣的六个月里蒙混过
关。6 月 8 日晨 6 时 30 分许，浦东交警经
过前期布控，最终将“口罩哥”抓获归
案。
去年底，
“ 口罩哥”王某因涉嫌酒后
肇事被苏州市交警支队太仓大队抓获，
受到行政拘留 8 天、扣证 6 个月等处罚。
扣证期自今年 1 月 18 日至 7 月 17 日止。
为避开卡口监控，他挑选了一种粉色大
口罩，戴上后脸部几乎全部罩住，就露
出眼睛。无论昼夜阴晴，每次上车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遮阳板放下来。
“大
口罩+遮阳板”组合后，他能看见外面情
况，卡口监控和电子警察无法识别其
“庐山真面目”
。
浦东交警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采
取行动，逐步掌握了这位“口罩哥”驾驶
车辆的行车轨迹。同时，利用卡口系
统，通过对“口罩哥”行车轨迹中存在着
的时差现象深入分析评估，掌握其停车
时段和大致位置区域。6 月 7 日晚，时机
成熟，浦东交警对“口罩哥”王某的抓捕
之网随之撒开，
“口罩哥”很快落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 99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
“ 口罩哥”
王某将面临罚 1500 元、记 6 分，行政拘留
15 天的处罚。
浦东交警支队事故审理大队办案
民警施向阳介绍说：相比一般驾驶人，
“失格”驾驶人在开车时，除了心存侥
幸，更会有不少顾忌，碰到警方检查卡
点或发生事故，很可能会实施闯关等逃
逸行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今年
以来，交警部门针对“失格”驾驶人改头
换面继续上路这一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部署开展了“深目”系列行动。对此类
违法行为，严查严处，进一步提升群众
出行安全感。

浦东警方阻止
一起自杀案件

演员用舞蹈表演阐释海洋文化。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南汇新城镇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开幕

临港打造区域文化共同体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海洋文化，
正成为临港地区的一张靓丽名片。6 月
12 日，2018 上海临港海洋节文艺演出
暨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式举行。由
临港四镇和四所高校呈现的 15 个文艺
节目，汇聚成一台精彩的演出，以高科
技的表现手法，展现了临港开发建设 15
年的丰硕成果。
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式作为此
次上海临港海洋节的首个海洋文化项
目，以“陟遐临港、以观沧海”为主题，分
成“海水是甜的、土地是甜的”
“临港，我
的家，我的家”
“ 临港正青春”
“ 面朝大
海，面向未来”四个篇章，用艺术表现手
法诠释了海洋文化的精髓与内涵。当
天，来自临港地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
校、社区、居委的近 800 名观众参加了开
幕式。
“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开幕式结合
了周边三镇、四所高校及社区居委的
优质资源，搭建了一个区域内的文化
交流平台。”临港管委会副主任吴晓华
说 ，2018 年 是 临 港 地 区 开 发 建 设 的 第
15 年，也是临港坚持产城融合发展，推

进“两区两城”建设的深化之年。临港
在大力发展产业、完善城市功能的同
时，通过搭建文化服务平台，打造临港
文化品牌，寻找临港特色资源与现代
城市生活的最佳结合点，提炼具有时
代特征、上海特色、临港特点的临港文
化形象。
南汇新城镇文化服务中心副主任
朱芹介绍，本届文化艺术节将持续至 10
月底结束。其间将举办包括“百姓小
舞台秀出我风采”社区群文创作汇演、
暑期青少年才艺展示以及诗朗诵比赛
等，届时将吸引各大高校师生、社区居
民等参与其中。
据了解，临港正着力打造区域化的
文化共同体，此前牵头召开了临港地区
的文旅工作座谈会，邀请临港地区文博
单位、开发主体、高校、周边四镇重点介
绍了优质项目及特色经验，形成了内容
多达 177 项的《2018 年临港地区文旅资
源共享清单》，加快促进区域内的文化
与旅游、文化与商业、文化与体育、文化
与产业之间的“文化+”项目的对接和落
地。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王 磊 记 者 张
敏）日前，市民汤先生来到浦东公安分
局周浦派出所报案：
“今天中午 12 点，我
们公司的法人代表曹女士什么都没交
代就匆匆忙忙离开单位，现在都快半夜
了还没法联系上。公司近期经营状况
不 善 ，几 近 破 产 ，我 估 计 是 发 生 意 外
了。”
于是，民警小谭一边安抚汤先生，
一边要求他立刻再次联系曹女士的家
人、同事、好友，看有没有可以利用的信
息。同时发动公司员工到曹女士常去
的场所开展找寻。布置完这些，小谭立
即调阅监控搜寻相关信息。突然，系统
显示曹女士下午在一家酒店独自开了
一间房间，
“ 没有同行人？”细心的小谭
凭直觉嗅到危险的味道，抓起警车钥匙
带领报警人汤先生直奔酒店。
到达酒店后，经前台查询，得知曹
女士还在房间内。一番敲门，房间内始
终没有回应，服务员用门卡开门却发现
门被反锁了，隐约听见房内曹女士的手
机正嗡嗡作响。
“来不及了，救人要紧。”
小谭一脚踢开了房门，屋内一股血腥味
扑面而来，只见一女子脸色惨白、意识
全无仰卧在床，左手手腕上有一道深深
的口子，地上一大滩血。小谭一个箭步
上前，拿起床边的毛巾进行简单包扎并
通知“120”。几分钟后急救人员将曹女
士送医急救。
经过一个小时的抢救，曹女士终于
脱离了生命危险。带着一身血污，民警
小谭来到病榻前，一边登记情况信息，
一边耐心开导。曹女士面对民警诚恳
的教育，连连点头并泛出了泪花。小谭
做完笔录离开医院，
已是次日凌晨 3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