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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设内容为围绕邮轮生产需

要，对基地现有设施利用、基地现有设施

改造、基地现有设施扩建、新建设施（新

建邮轮薄板中心，舾装周转中心、供应商

服务楼）。

根据现阶段环评文件，从环境保护

角度项目建设可行。

建设单位：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

司 ，浦 东 新 区 洲 海 路 3001 号 ，赵 工

38864500-2016。
评价单位：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武 宁 路 303 号 ，郭 工

62549700-772。
更多信息见上海环境热线网站

http://www.envir.cn/docs/2018/
20180801479.htm。

环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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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守法 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好
——高桥镇举办2018年食品安全宣传月主题日活动

食品安全进行时食品安全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 通讯员 黄丹

廖璐琪）昨日上午，上海海事法院召开新闻

发布会，专题通报涉“一带一路”海事审判

情况及十大典型案例。这是该院自 2010
年以来第八次向社会发布海事司法报告，

也是全国首份专题涉及“一带一路”海事审

判工作的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3 年来上海海事法院共

受理涉“一带一路”案件 308件，涉案标的

总额人民币 7.1 亿元，案件数量逐年上

升。案件涉及“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

分布，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东南亚

地区国家最为集中，南亚地区和中东及

非洲地区位居其次。涉及案件较多的国

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

在案件类型上，海上货物运输纠纷最为

多发，其他类型也多与海上运输活动相

关。

上海海事法院地处“一带一路”、上海

自贸试验区、国际航运中心等重大战略的

交汇集聚之地，近年来处理了许多涉“一带

一路”案件，依法全面、及时地保护了国内

外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白皮

书专项分析了近年来上海海事法院涉“一

带一路”案件数量、类型、分布等情况，系统

总结了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形成的专业

化、便利化的工作机制，精选并发布2015年
至2017年间审理的十起涉“一带一路”典型

案例。

白皮书发布的十起典型案例中，前

5 起案例侧重于涉“一带一路”常见海事

纠纷中的法律问题，涉及大宗散货运

输、生鲜货品跨境运输受损等，上海海事

法院以具体统一的司法裁判标准，规范

和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后 5 起案例则侧

重于介绍上海海事法院积极促进案件纠

纷快速化解等工作机制在审判实践中

的运用，展现服务保障涉“一带一路”海

事审判工作各项机制的运用情况和成

效。

比如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的一起发生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纠纷案，填补了国际海事规则中关于小颗

粒与大块货物混装的适运标准认定方法的

空白，提出了合理裁判标准，同时也为维护

“一带一路”海上运输安全，发挥规范指导

作用；另一起案例中海事法院采用跨境的

即时通讯手段，让法官和当事人更加便捷

和直观地查明案件事实，是“互联网+审

判”的有益尝试，为涉外案件的高效解决开

拓了新路径。

上海海事法院院长汪彤表示：“依

法公平公正地审理有关案件纠纷，积极

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是‘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境内外市

场主体的司法关切和司法需求。希望通

过白皮书的发布，促进海事司法保障‘一

带一路’建设能力和水平提升，为‘一带

一路’建设营造更加良好的航运法治环

境。”

针对海事案件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白

皮书还通报了冷藏集装箱运输货物受损

引起案件频发、全程物流服务商海外运输

区段管理风险、海域使用权取得转让的规

范管理等问题，并进行了相应的风险提

示。

此次发布的白皮书还通报了上海海事

法院 2017 年度海事审判工作基本情况。

白皮书显示，2017年上海海事法院共收案

5207件，结案5213件，同比分别上升3.03%
和 2.20%，涉案标的总额人民币约 29 亿

元。执行共收案 542件，同比上升 9.05%，

全年共实施诉前和诉中扣船114艘次。境

外当事人主动选择上海海事法院管辖案件

持续增多。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卫峰

7 月 27 日，上海的最高气温达 37℃。

当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薛春到达长

宁区一处办公楼时，身上的制服早已被汗

水浸透。

法官和法警的出现，让正在此处办公

的唐某一时慌了神。他是山东某科技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因为拒不履行

400 多万元欠款而被列入最高法失信“黑

名单”。几天前，唐某居然耍起“掩耳盗铃”

的伎俩，还把薛春的电话号码拉进黑名单。

拒不执行调解书

因两起票据付款请求权纠纷，上海晋

强实业有限公司曾两次将山东某科技公司

诉至上海浦东法院。经法院调解，双方自

愿达成调解协议，某科技公司应分期向晋

强公司支付本息共计400余万元。调解协

议生效后，某科技公司却迟迟没有履行协

议，导致两份调解书成一纸空文，晋强公司

无奈只能向法院申请执行。

受案后，案件承办法官薛春第一时间

将某科技公司加入最高法院失信“黑名

单”，并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某采取限制

高消费的强制措施，同时积极查找可供执

行的财产线索。薛春还向唐某送达传票，

通知其在7月13日到庭谈话。

承办法官被“拉黑”

“铁了心”要赖账的唐某对法院的传

票并不在意，没有在指定日期到庭谈话。

在知道自己的公司被列入失信“黑名单”

后，他甚至耍起小聪明，把执行法官的电

话号码拉入了黑名单，以此逃避法院执

行。

执行法官调查后发现，唐某并非没

有能力履行债务，其名下多个账户均有

大额资金往来记录。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薛春立即采取措施，依法冻结了这些

账户。“一方面，可以防止他转移相关财

产，以免影响后续的强制执行工作；另一

方面，账户冻结也会影响该公司的日常

业务，唐某受制于经营压力或许会主动

履行。”薛春说。

但是，这一次唐某仍然无动于衷，薛春

于是另辟蹊径，与申请执行人充分沟通，动

员其主动寻找唐某行踪，配合法院执行。

酷暑天执行也“升温”

7月 27日中午，申请执行人向法官反

馈，在长宁区一处办公楼发现了唐某的行

踪。接到线索后，薛春立即放下手头工作，

顶着高温天气，带领法警赶往现场，终于找

到唐某，并将其带回法院谈话。

一趟奔波下来，法官和法警的制服

已是浑身湿透，惶惶不安的唐某也是冷

汗直冒。但当法官责令其依法申报某科

技公司的财产时，唐某仍然心存侥幸，再

次动起歪脑筋。在填写财产申报表时，

他故意漏掉了一些有大额存款的银行账

户信息。

鉴于唐某虚假申报财产，执行法官决

定对其采取司法拘留 15 日的强制措施。

当薛春一字一句向唐某宣布拘留决定时，

他才如梦初醒，对自己的这些愚蠢行为感

到无比后悔，并立即电话通知公司财务，于

当日傍晚 5点将 400余万元全部转账至法

院，两起案件终于得以顺利执结。

本报讯（记者 黄静）自8月11日首

班车起，浦东上南公交对 787路实施线

路走向调整，以方便栖霞路沿线市民出

行。

调整后 787 路上行遵循原线，下行

走向调整为：自博山东路枣庄路起经

博山东路、枣庄路、栖山路、龙居路、博

山东路、德平路、浦东大道、罗山路、博

山路、沈家弄路、民生路、桃林路、乳山

路、崂山路、栖霞路、南泉北路、南泉

路、浦建路、浦东南路、云台路、昌里

路、上南路、杨思路、长清路至长清路

杨新路止。

787路沿途撤销乳山路南泉北路站

（下行），并增设栖霞路崂山路站（下

行）、南泉北路栖霞路站（下行），首末班

车时间不变，即长清路杨新路5：30-22：
30，博山东路枣庄路5：30-23：00。

黄浦江东岸22公里贯通工程中，其
昌栈云桥和原有轮渡建筑的二层空间
“无缝衔接”，形成了独特的公共空间，地
面上还“镶嵌”了上海“官办”轮渡发展年
表，以便于市民游客了解黄浦江上轮渡
的发展历程。

图为一位过路的市民观看地面上的

轮渡发展年表。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影报道

“老赖”拒不履行调解书 故意虚假申报财产

浦东法官冒酷暑追回400万元执行款

本报讯 （记者 黄静）今天是本周

最后一个工作日，申城天气仍以多云

为主。今明两天最低温度 28℃ ，最高

温度 35℃-36℃。周日开始雨水光顾，

最高温度有望下降至 33℃。至于今年

第 14 号台风“摩羯”，是否影响上海还

需进一步观测。根据台风路径图显

示，“摩羯”预计下周初会靠近华东地

区，但台风后期的强度和路径，或有所

调整。

今夏本市已有两个台风登陆，今年

影响上海的台风是否偏多？气象部门

表示，的确有这种趋势。根据上海台风

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1949 年至今，

登陆上海或台风环流中心经过上海的

台风有 22 个，年均有 0.3 个左右，而今

年截至目前，已经有“安比”和“云雀”两

个台风直接登陆上海，一年内已有两

个。而横向比较历年前 7 个月生成的

台风数量，今年前 7 个月的数量也偏

多。

此外，今年特殊的气象因素，也让

上海受到台风影响的概率增大。近

期，副热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大约偏

北 500 公里到 1000 公里，而通常 7 月下

旬，副热带高压主要影响我国淮河以

南到日本一带，现在则北抬至我国华

东，甚至华北至东北等地。因此，副热

带高压位置异常偏北，在导致北半球

多个高纬度地区出现异常高温的同

时，其南侧的环境也更容易受到台风

的“青睐”——受副热带高压南侧的偏

东气流引导，台风更容易在我国华东

中部登陆，这增加了上海“中招”的几

率。“安比”和“云雀”先后到来，便是例

证。

上海海事法院昨首次发布涉“一带一路”海事审判白皮书

案件数量逐年上升 多与海运相关

云桥轮渡
“无缝衔接”

预计下周初靠近华东地区

“摩羯”是否影响上海尚需观测

公交787路明起调整线路

为进一步强化企业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意识，提高居民群众食品安

全的科学素养和维权能力，引导社

会各界参与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和科

学知识普及，结合市民满意的食品

安全城区创建活动，高桥镇举办了

主题为“尚德守法，食品安全让生活

更美好”的食品安全宣传月主题日

活动。

本次主题活动得到了浦东新区

食药安办、市场监管局的高度重

视。8月 8日上午，浦东新区食安办

主任、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管捍东，高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

克鹏，新区人大、政协部分代表和

委员，党风政风行风监督员等一行

十余人，先后到巴斯夫新材料有限

公司和世纪联华超市外高桥店开展

现场调研督查。

在巴斯夫新材料有限公司，调

研组人员认真听取了公司负责人对

企业食堂管理制度、质量控制等方

面的介绍，现场观摩了食堂后厨原

料进货、分类保存、加工处理等各个

环节；在世纪联华超市，着重调研了

进口商品销售区、生鲜冷藏食品区

和商场快检室，同时听取了超市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溯源等方面

工作建设情况。

随后，调研组一行来到食品安

全宣传月主题日活动会场，与现场

群众和工作人员交流互动。本次宣

传活动联合了食药检所、计测所、高

桥城管、疾控中心等多家单位，在会

场设有食品快检、产品真假鉴别咨

询、血压计维修校准、消费维权宣传

咨询等便民柜台，同时开展食品安

全有奖知识问答，群众参与度很高，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在今年的宣传月主题活动中，

高桥镇发动居村委广泛宣传，开展

食品安全宣传黑板报评比、发放食

安宣传手册；利用社区电子屏、报

纸、微信公众号等各类平台进行食

品安全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多元化

的形式承载丰富内容向广大居民宣

传食品安全科学知识，提高了市民

对食品安全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满

意度，向形成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目标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