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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上海伊菱泰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

号：浦人社派许字第336号，法定代表人：徐安康，特此声明。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乘轮渡也可以

扫码支付了。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昨天

起，“上海公共交通乘车码”开始在黄浦江

上的其秦线（其昌栈轮渡站—秦皇岛路轮

渡站）试点应用。市民可使用微信“腾迅乘

车码”小程序或上海交通卡APP扫码过闸

乘坐渡轮。

这是继6月15日符合交通部互联互通

标准的“上海公共交通乘车码”在本市公共

汽电车正式推广使用以来，交通卡公司在

本市轮渡行业推广互联网支付模式的又一

举措。

据悉，交通卡公司将在市轮渡公司等

相关运营单位支持下，争取在10月底前实

现黄浦滨江 45公里岸线范围内的 10条渡

江轮渡线，以及本市所有公交汽电车的“上

海公共交通乘车码”应用全覆盖，以进一步

方便市民和来沪旅客出行。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富心振）

婚庆公司在其经营场所擅自播放他人婚礼

视频构成肖像权侵害。日前，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定被告上海某婚

庆公司立即停止对原告李某肖像权的侵

害，以书面形式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1万元。

2016年7月1日，李某与上海某婚庆公

司签订相关婚庆服务合同，由该婚庆公司

提供婚礼策划、摄像摄影、化妆司仪、婚宴

菜肴等一站式服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因服务质量问题，双方曾产生矛盾纠纷。

2017年 3月 17日，李某接到一朋友来

电，告知上述婚庆公司在其营业场所公开

反复播放他婚礼的视频。李某认为，该婚

庆公司未经其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将其婚

礼视频用作广告宣传，扩散自己的肖像和

隐私，并殃及和伤害其亲戚朋友，对其造成

精神伤害和经济损失。

李某与婚庆公司交涉，因双方协商赔

偿事宜未果，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

法判令婚庆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赔礼

道歉；赔偿其侵犯肖像权损失费 30万元、

精神损失费8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民享有肖像权，未

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其肖

像。婚庆公司未经李某同意，在其经营活

动中擅自使用李某肖像，侵犯了李某的肖

像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李某要求婚庆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

礼道歉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李某

要求婚庆公司赔偿其侵犯肖像权损失费30
万元的诉请，因李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婚庆

公司的侵权行为对其造成了相应的财产损

失，法院对李某该项诉请不予支持。综合考

虑婚庆公司的过错程度和侵权手段、场合、

行为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法院酌

定其赔偿李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刘琦）车

主一时粗心，着急上班忘记锁车，路人一时

贪心，路遇未锁车辆，顺手牵羊。没想到被

民警抓获，并涉嫌盗窃。

6月 21日傍晚，浦东公安分局王港派

出所接报一起电动自行车被盗案件。车主

熊先生上班匆忙，将电动自行车随手一停，

便急忙赶去单位。下班后发现电动自行车

不翼而飞。

接报后，侦查员迅速调阅案发地周边

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电动自行车被一个穿

黄衣服的男子骑走了。男子“顺”走车辆

后，很快消失在监控范围内，民警发现黄衣

男子曾在公交车站与另两个男子有过交

谈。

侦查员顺藤摸瓜，成功找到了另两

人。经一番询问，视频中的黄衣男子正是

他们单位刚来不久的同事杨某。第二天一

早，当杨某正和同事讨论工作任务时，侦查

员和单位领导出现在他的面前，杨某一下

子脸色煞白。

原来杨某找到工作后，一直有“想要一

辆电动自行车代步”的想法。那天，当杨某

看到路边的未锁电动自行车，便起了贪

心。杨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7月9日，“你因科技而精彩，科技因你而腾飞”——2018年浦东新区第七届科普摄影大赛作品展在浦东图书馆举行。
本次活动结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活动，吸引了340多位摄影爱好者热情参与，共收到近2300幅参赛作品。作品展现了

科研、教育、卫生、科普等各行各业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或生活等场景，记录了浦东新区科技工作者在推进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的点
点滴滴。获奖作品还将在上海科技馆、上海进才中学、东明路街道、上海中医药大学等6家单位展出，通过作品巡展，让更多百姓了
解科技工作者的风采，让科技工作深入人心。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浦东第七届科普摄影大赛作品巡展开幕 经营场所擅自播放他人婚礼视频

婚庆公司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路人顺走电动车涉嫌盗窃

浦江轮渡试点扫码支付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蒲恭轩

在浦东公安分局出入境办公室工作

十多年，徐巍把自己打造成“外国通”，并

通过有温度的执法结识了一群外国朋

友。在他的字典里，“用心做事，用情聚

人”始终是不变的关键词。

工作不止盖章办证

2003年，大学主修计算机的徐巍面

临就业还是深造的抉择。通过公务员考

试后，徐巍开启了从警生涯。由于此前

备战过雅思，他凭借英语方面的特长，3
年后转到了分局出入境办公室工作。

出入境办民警的工作主要分为办

证、管理和服务三大方面，管理以登记信

息为主，服务则主要指法宣工作。除了办

证，其他两方面的工作占据了徐巍大量时

间。他说，浦东不同地区外籍人士的分布

特点不一，管理必须对症下药。“临港高校

区域留学生比较多。陆家嘴地区外籍人

士白天多晚上少，像金桥、花木地区，则是

外国人相对集中的住宅区。”

在管理留学生群体时，徐巍认为警

校联动是最好的途径，利用学校的宣传平

台对新入学的留学生进行相关教育收

效良好。而针对金桥、花木这些外国人集

中居住的地区，徐巍则将工作重点放在外

籍人员的临时住宿登记上，通过一季度一

次上门核查，确保做到“来登去销”。

为了便于及时沟通指导，他还专门

组建了由出入境民警、派出所专管民警

和涉外社工三方成员组成的微信群，第

一时间分享经验、答疑解惑。很快，这支

“浦东原创、全国首创”的涉外社工队伍，

日益担当起了辅助分局涉外警务工作的

重要作用。

勤开口练就“外国通”

每天和形形色色的外国人打交道，

除了语言水平需过硬，更要熟悉国外的

文化，否则容易在工作中闹出笑话。即

便是最基本的寒暄，面对不同国家的人

员时也要谨慎使用。“在某些国家，夸赞

别人外貌可以迅速和他们拉近关系，但

也有一些国家，你夸赞女性美貌可能会

被当作骚扰。”徐巍说。

和外国人打交道，徐巍永远是滔滔不

绝提问的那一个。“问问他当地有什么特

产，有什么风俗。通过不断提问，了解对方

的风俗习惯。”谈到自己的这个特点，他笑

笑说：“这可以了解他们在中国的需求。”

类似的经验也被徐巍运用到了法宣

工作中。进企业时，为避免引起员工担

心，徐巍选择穿西装。为了给张江地区

的通用总部公司制定合适的法宣方案，

徐巍多次上门沟通协调，理顺机构部门

分布，在该公司对外公共关系部的配合

下，举办了两场集中法宣活动。如今，徐

巍已经把这一经验运用到越来越多的涉

外企业法宣工作中，每年大约举办20场，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对待生活，徐巍有一套自己的人生

哲学：把生活中的事分成四个象限，横轴

和纵轴分别是紧急的事和重要的事。“学

英语很重要，但不紧急，每天背一点单

词，和老外沟通就不慌了。平时多了解

一些国外的文化、风俗，和老外接触的时

候就能够游刃有余，避免误会。”徐巍说。

用心做事 用情聚人

跟外国人打了 12年交道，徐巍结识

了不少朋友。“用心做事，用情聚人”这八

个字是他不变的原则。严格执法是基

础，而徐巍习惯多跨一步，在执法后提供

服务。

徐巍曾处理过一位来自某国的小伙

子，当时小伙子由于误解了签证上的有效

期标识，签证过期后成了非法就业。“处理

完之后，我们及时配上了法宣，告诉他相

关法律规定的细则，事后他主动留了我的

联系方式，还说想和我做朋友。”如今，那

名小伙子已经在中国长期定居。

在许多情况下，徐巍在办理完案件

后会主动向外籍人士留下座机号码，“这

个号码24小时关联我的手机。有人如果

需要求助，我也会提供帮助。”

在徐巍看来，与其他警种相比，出入境

办公室的工作显得平淡许多。“这份工作的

成就感体现在哪？”面对这个问题，徐巍回

答：“就像在咖啡中加糖，不会溢出，但是尝

一口，杯子里的咖啡会越来越甜。”而在工

作中“加糖”正是他每日持之以恒的事。

在日常工作中加点“糖”
——记浦东公安分局的“外国通”徐巍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陈志

强）7月7日，惠南文学社举行笔会，20余名

成员相聚一堂，对如何创作出更多反映新

时代新惠南精神面貌的文学作品进行研讨

总结。

惠南文学社自今年 1月成立以来，以

“立足惠南，辐射浦东，服务惠南，闪光浦

东”为宗旨，配合惠南镇党委政府的工作，

落实了《惠南镇的前世今生》《砥砺前进中

的惠南镇》等创作任务，完成了反映“惠南

镇十佳好人好事”等写稿任务，还深入居村

社区开展“学习十九大精神，积极增添正能

量”主题读书讲座报告会，目前正紧锣密鼓

准备第一期《惠南文学》杂志。

不久前，惠南文学社接到了任务——

采写惠南镇红光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涌

现出来的生动感人事迹，形成系列报告文

学，要在半个月内完成写稿和编辑出书任

务。时间紧，任务重，文学社成员走街串

巷、笔耕不辍，在短短12天时间内，完成了

31篇报告文学，用文字留住红光村“城中

村”改造项目中的点滴故事。

浦东作家挖掘惠南精神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今年第8号台

风“玛莉亚”逼近台湾、福建、浙江一带，记

者昨天从航空公司和铁路部门了解到，10
日至11日，已有多趟前往受台风影响地区

的航班和列车被取消。铁路部门还启动了

防台应急响应，做好防御和抢险准备。

根据气象预测，台风“玛莉亚”将在 11
日白天登陆浙闽一带沿海，预计台北桃园、

高雄、福州、温州、浦东、虹桥、宁波、义乌、

杭州等地机场将受影响。

截至昨天 15：00，东航、上航决定取消

10日晚及 11日温州、福州机场约 50多个

进出港航班，同时还将根据天气情况，动态

调整航班。东航提醒广大旅客，通过东航

官网、东方航空App、“中国东方航空”官方

微信等方式实时了解航班动态，及时调整

行程安排。

南航也积极调整航班计划，提前取消

昨天14：00后前往台北的十个航班及温州

的两个航班。取消11日福州的6个进出港

航班及温州的 20个进出港航班。台北机

场进港航班将调整至11日13：00后落地。

南航方面表示，杭州、义乌、宁波、上海

虹桥和上海浦东等地进出港航班将根据后

续天气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对于提前取

消的航班，南航客服中心、直属售票处、销

售代理将通过短信、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

受影响的旅客，同时将为旅客妥善办理退

票或变更服务。通过代理点购票的旅客，

也可以联系代理人获取最新的航班信息、

办理退票或变更。

昨天傍晚，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发布消息，针对台风“玛莉亚”，铁

路及时启动防台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

御和抢险准备。其中 7 月 10 日、11 日途

经东南沿海铁路、金温铁路、合福高铁等

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车票暂

停发售。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

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采取停

运、停售、限速、迂回、折返、加开、恢复开

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确保

旅客出行安全。对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

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 30 日内

（含当日）持车票到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

续；在 12306 网站购买车票的旅客，如尚

未换取纸质车票，可在网站直接办理退

票，均不收取手续费。

为迎战“玛莉亚”台风，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及时发布台风及强降雨防

洪预警，做好抢险人员、物资、机具等准备，

加强台风及汛期行车调度指挥，加强机车

添乘检查及防洪地点看守。工务部门加强

对线路桥梁设备和检查巡视；供电、电务部

门加强对关键设备的安全巡视检查，积极

做好防洪、防雷击、防异物等应急处置准

备。涉及此次抗台防灾重点的宁波工务

段、杭州工务段、金华车务段等单位密切加

强与辖区防汛、气象、水利部门的联系，随

时掌握台风信息，动态实时跟进调整抗台

防灾措施。

台风“玛莉亚”来袭将影响旅客出行

民航铁路部门取消多趟航班和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