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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长三角城市群青年人才创新论坛分论坛举行

围绕热点产业领域开展参观交流
本报讯 （记者 黄静）4 月 12 日，首届
长三角城市群青年人才创新论坛进入分
论坛环节，与会嘉宾分别走进陆家嘴金融
城、金桥开发区和张江科学城，围绕“现代
服务”
“生命健康”
“人工智能”三个热点产
业领域开展参观，并进行了分享交流。
在陆家嘴金融城，来自长三角的青年
人才及青年企业家们分别参观了位于上
海中心的蚂蚁金服（支付宝）总部、上海中
心 22 楼的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和
环球金融中心 29 楼的云间美术馆。在随
后的陆家嘴分论坛上，元年金服 CEO 杨荣
伟、先锋领航总经理赵曌及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沈国权就陆家嘴金融科
技及营商环境的整体情况、外资资管在陆
家嘴的发展情况、科创板的进展及国际律
所的业务拓展情况等作了主题分享，并与
来自长三角的青年人才进行了交流讨论。
在以“走进张江，聚焦生命健康”为主
题的张江分论坛上，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副
总经理刘刚分享了《张江生命科学产业集
群》的主题报告。他指出，经过 20 余年的

发展，张江已经形成“四医联动”的局面，
2018 年张江有 3 款新药成功上市，有 10 余
家药企在港交所 IPO，张江药企无论是在
产业界，还是在资本界都焕发出蓬勃的活
力。钛米机器人 CEO 潘晶则以《医疗机器
人从眼球效应到刚性需要》为题进行了分
享，从外科手术、诊断监护、康复治疗等多
个角度畅谈了医疗机器人的发展概况。
金桥“人工智能”分论坛的与会嘉宾
参观了荣获“2018 中国最佳工厂奖”的上
海汽车通用有限公司凯迪拉克工厂、
国内工
业机器人龙头企业中科新松机器人的智能
制造体验中心。在分论坛上，
中科新松有限
公司总裁杨跞、
上海帆声图像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汤韬略、
上海擎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合伙人唐旋来受邀参加。三位嘉宾围
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融合发展等作了案例
的分享和深入的交流，
并与现场嘉宾互动交
流。此次论坛搭建平台，
让长三角城市群的
青年企业家们深入交流和研讨，
将对长三角
城市群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在新的起点上实
现新跨越、
新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发挥先进女性的榜样力量

区妇联举行巾帼先进事迹展演
本报讯 （记者 黄静）4 月 11 日，区妇 “小巷总理团”花木新村街道牡丹第七居民
联在花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追梦新
委员会带来了《我和我的祖国》，勤学实干
时代·巾帼群英荟”浦东新区巾帼先进事迹
的女公仆刘珏带来了《
“小”岗位也有“大”
展演。各街镇妇联主席、委办局妇女干部
作为》，艰苦奋斗的民营企业家娄菊玲带来
以及市、区“三八”红旗手及“三八”红旗集
了《绽放·感恩》，扎根农村、引领农民致富
体代表共 300 余人出席活动。
的浦东新区女带头人协会带来了《乡村春
活动总结了全区开展 2017-2018 年度
色的那一抹红》，精益求精、追逐大飞机梦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八”红旗手（集体）推
的女博士易俊兰带来了《奋力追梦，为国产
评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本次展演，区妇联
大飞机插上“绿色之翼”
》的演讲，大爱无
紧密结合“三八主题系列宣传年”工作，从
疆、献身特教事业的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
过去一年来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女性及女
校老师和孩子们一起献上了《小梦想大梦
性集体中选取部分先进事迹，组成了 2019
想》等节目。
年“追梦新时代·巾帼群英荟”浦东新区巾
区妇联表示，希望通过展演活动号召
帼先进事迹展演团，分别通过大合唱、诗朗
广大女性以获奖巾帼为榜样，见贤思齐，立
诵、情景剧、演说等形式，树立巾帼好榜样， 足本职，爱岗敬业，在学习中完善自我，在
传递巾帼正能量，更好地发挥先进女性在
创新中有所作为，将本次活动展现的先进
浦东建设中的榜样力量。
事迹和崇高品德传播到广大妇女群众中
现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红旗集体
去，从而树立巾帼好榜样，传递巾帼正能
代表进行了展演。立足“家门口”服务的
量，演绎浦东女性的时代精神。

老太去世后大女儿与小儿子对簿公堂

两份遗嘱引发
“争房”大战
本报讯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田思倩）
育有 7 名子女的刘老太生前写有两份遗
嘱：2004 年公证遗嘱中将房屋留给大女儿
一人继承；2007 年自书遗嘱中却又将房屋
按比例分配，大女儿与小儿子各得 20%，剩
余份额由其余子女均分。针对前后两份分
配结果不同的遗嘱，大女儿与小儿子各执
一词。最终，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对房屋的处分按公证遗嘱执行，由大女儿
一人继承。
刘老太育有 7 名子女，3 男 4 女，其个
人名下有一套建筑面积为 37.75 平方米的
房屋。2004 年 3 月 15 日，刘老太前往浦东
新区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遗嘱内容显
示：在我百年后，我名下的房屋由我大女儿
一人继承，其他人不得干涉。
公证处还对刘老太作了一份谈话笔
录，刘老太在其中提及，子女中仅大女儿在
上海没有房屋，故无条件留给她继承。并
且刘老太已知晓，如需修改或撤销该遗嘱，
应再次到公证处办理相关手续。
眼看着刘老太已 80 多岁高龄，生活诸
多不便，家人共同商量将刘老太安置在小
儿子家。自 2007 年至 2011 年，刘老太一直
由小儿子夫妇照料。2011 年至 2017 年，刘
老太居住在敬老院，其间小儿子夫妇也经
常前往照顾。2017 年，刘老太去世后，小
儿子又负责为其办理了丧葬事宜。据了
解，多年以来，刘老太与子女们相处融洽。
刘老太生前的退休工资和房屋租金均已用
于其日常生活。
据小儿子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刘老
太在 2007 年 11 月 5 日书写过一份书面遗
嘱，上面载明：由于我年龄已高，现将我名
下的房屋合理分配给大家。按百分比分
配，大女儿和小儿子各得 20%，剩下份额由
其余子女均分。该房屋分配将以此为准，
以前的一切都将失效。小儿子称，该遗嘱

由刘老太书写和摁印，并要求他妥善保管，
待刘老太百年之后再行出示。
针对前后两份分配结果不同的遗嘱，
大女儿和小儿子各执一词，最终两人对簿
公堂。
浦东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有两个关
键点：先前的公证遗嘱是否具有法律效
力？法院认为，刘老太于 2004 年办理的公
证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无违法
之处，故认可该公证遗嘱的效力。
小儿子主张刘老太作遗嘱公证时曾受
到大女儿的诱导和欺诈，但并未证明刘老
太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故法院不
予采信小儿子的上述主张。
另从刘老太在公证处所作陈述来看，
刘老太将房屋留给大女儿一人所有并未附
加任何条件，且明知今后如需撤销该公证
遗嘱，应由其本人再次前往公证处办理手
续，然而截至其去世前并未至公证处撤销
前述公证遗嘱，故法院对小儿子所称该公
证遗嘱系附条件且已被刘老太于 2007 年
重新更改的观点，
不予采纳。
另外法院注意到，自书遗嘱只有刘老
太一人落款，并无其他子女签名。小儿子
称该自书遗嘱是各方协商的结果，但 2007
年刘老太健在并已申领新产证，如果当时
各方确实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按理可直接
在申领新证时将各方登记为产权人，以免
今后发生争执。故法院认为，小儿子仅以
刘老太生前要求等其百年后再出示作为辩
解，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最终，法院根据自书遗嘱不得变更、撤
销公证遗嘱的法律规定作出判决：因刘老
太生前未撤销公证遗嘱，故确认对房屋的
处分应按公证遗嘱执行，其个人名下的房
屋归大女儿一人继承。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目前
该判决已生效。

新区野保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拆除捕鸟网。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浦东第 38 届
“爱鸟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陈烁）昨天，浦东新
进活动”、组织相关镇、社区、公园进行多
区第 38 届“爱鸟周”启动。本届“爱鸟周” 形式宣传等。
“三进活动”指走进学校，聘
的主题是“关注候鸟迁徙，维护生命共同
请专家给学生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专
体”，以促进野生鸟类资源保护，普及爱
题授课，同时进行征文或绘画活动；走进
鸟知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社区，通过志愿者平台，对各社区进行
启动当天，浦东新区林业站在南汇 “爱鸟护鸟”宣传；走进公园、湿地等地
东滩举行了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之后， 方，
开展观鸟活动。
浦东新区野保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还进
浦东新区南汇东滩是东亚-澳大利
行了观鸟和捕鸟网拆除活动，以实际行
亚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每年约有 10 万
动保护鸟类。
只鸻鹬类水鸟从此过境，近 100 万只林鸟
据悉，在“爱鸟周”期间，浦东新区林
在此越冬。浦东新区林业站有关负责人
业站将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包括“三
介绍，由于浦东城市生态化建设和对沿

孕妇路边突发大出血

民警快速救助使其转危为安
本报讯 （通讯员 马晓杰 记者
张敏）近日，
一位孕妇在路边突发大出
血，
情况危急，
浦东公安分局川沙派出
所民警开启救助快速通道，将孕妇送
往医院使其转危为安。
事 发 在 川 沙 路 一 小 区 门 口 ，孕
妇突发大出血，她丈夫在拨打“120”
后 由 于 急 救 车 距 离 较 远 ，又 拨 打了
“110”向警方求助。川沙派出所接报
后迅速出警，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孕

妇半躺在路边，深色裤子下已有鲜血
溢 出 ，丈 夫 、婆 婆 陪 在 一 旁 焦 急 万
分。由于孕妇的情况实在危急，民警
当 机 立 断 迅 速 将 孕 妇 扶 上 警 车 ，拉
响 警 笛 ，将 孕 妇 送 往 最 近 的 医 院 救
治。
到达医院后，民警与家属合力将
体力不支的孕妇从警车抬上了担架送
入急症室。由于抢救及时，孕妇脱离
了生命危险，
最终母子平安。

地铁世纪大道站工作人员暖心服务

早高峰两小时内救助 3 名乘客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地铁世纪
大道站是本市轨交网络中换乘客流最
大的一个车站，每天换乘的客流量近
30 万人次，在每天早晨蜂拥而至的人
潮中，地铁工作人员仍不忘及时救助
个别突发不适的乘客。近日，该站早
高峰两小时内就紧急救助 3 名乘客。
据了解，当天上午 7 点 50 分，在 4
号线站台，站务员张哲靓发现站台座
椅上躺着一名乘客面色惨白，手捂胸
口，
十分难受，
于是便用对讲机呼叫值
班站长，
值班站长顾亦雯、徐骏杰快速
赶到现场，果断拨打 120，并进行广播
寻医。随后，车站站长冯国栋和民警
也一同赶至站台，并不断安抚乘客家
属。由于早高峰时段，救护车要从浦
西调度过来，到达车站还需要一定的
时间，乘客自诉胸闷，心脏不舒服，冯
国栋每隔几分钟呼喊下乘客，避免乘
客发生昏睡险情。8 点 15 分，120 救护
人员赶到，值班站长顾亦雯一直陪同
直至救护车驶离。
4 号线站台上的乘客还在等待救
护车时，8 点刚过，9 号线站台站务员
邵堃从列车上扶下一位虚弱的男乘

客，并用对讲机通知值班站长。经询
问后发现该名乘客由于没有吃早饭，
可能引起了低血糖，值班站长顾亦雯
便立刻安排站务员刘仁杰为乘客送去
糖水，并在旁陪伴乘客。乘客在饮用
糖水后，有所好转便自行乘坐列车离
开车站。
9 点 15 分，A 区 2 号线站厅层有
位女乘客晕倒在 6 号线通往 2 号线的
楼梯上。值班站长顾亦雯、徐骏杰闻
讯赶到后，经询问得知乘客是由于例
假导致身体不适浑身发冷，服务员周
靓雯见状立马送上了红糖水，徐骏杰
还将身上的大衣盖在女乘客身上，并
推来了轮椅车。待女乘客喝完红糖水
后，
仍很虚弱不见好转，
考虑到站厅环
境嘈杂，工作人员便搀扶女乘客坐在
轮椅车送至值班站长室稍作休息，并
在旁陪伴，没过多久女乘客表示感觉
好多了，
连连道谢后自行离开了车站。
地铁运营部门提醒乘客，出门前
要吃好早饭保证体力，
同时，
在天气多
变的季节里，出门最好带件衣服。如
果遇到困难可及时向车站工作人员寻
求帮助。

江沿海滩涂的高强度开发，以及随着城
市绿林地的建设和市区生态环境的改
善，
大量候鸟进行内迁。
另外，在一些区域和行业，存在着
野生动物非法捕猎、交易、饲养、消费等
现象。
“ 这些既是违法行为，也给禽流感
病毒和野生动物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带
来了很大隐患。希望通过宣传活动，让
市民了解更多的鸟类与野生动物保护
知识，营造新区爱鸟护鸟、保护野生动
物的良好氛围。”新区林业站负责人表
示。

轨交崇明线
专项规划公示
总长约 42.9 公里，线路起于
金桥，
将从长江隧桥东侧越江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近日，市交通
委对规划轨交崇明线进行专项规划公示。
作为一条快速联系崇明区和上海中心城的
市域线，规划显示线路途经浦东新区和崇
明区两个行政区，自南向北经过的主要区
域有金桥、曹路、长兴岛和崇明岛陈家镇
等。同时，
线路将在长江口东侧越江，
这意
味着原先长江隧桥预留的空间将不再使
用。
根据公示内容，崇明线总长约 42.9 公
里，
线路起于浦东金桥，
沿申江路—高宝路
—东靖路—上海长江隧桥东侧—规划陈通
路—朱雀路—规划繁郁路—中滨路东侧走
行至陈家镇裕安社区。全线设置 8 座车
站，
分别为金吉路站、申江路站、高宝路站、
凌空北路站、长兴岛站、陈家镇站、东滩站
和裕安站（以上后 6 个站名均为暂命名）。
其中，在金吉路站与 9 号线换乘，在申江路
站与 12 号线换乘。线路设置 2 处车辆基
地，分别为东靖路车辆基地和陈家镇车辆
基地，
并设置 3 处主变电站。
据了解，
长江隧桥在当初建设时，
曾预
留了通往崇明的轨道交通越江通道。不
过，由于预留空间小，此次规划显示，崇明
线的越江通道将在长江隧桥的东侧新建越
江通道。长江隧桥隧道按双向六车道高速
公路标准设计，隧道上层顶部为专用排烟
风道，
中部为三车道高速公路，
下层分为三
部分，
中部为预留轨道交通空间，
两侧分别
为安全疏散通道和电缆管廊。而中间预留
的轨道交通通道净空高度为 3.93 米，宽度
为 3.4 米。有关专家表示，这样一个空间，
无法满足现有国内的地铁车辆通行，才选
择新的越江通道。
崇明线已列入今年市重大工程建设项
目，崇明线的建设将有助于缓解长江隧桥
逢节假日几乎必堵的状况，为市区与崇明
之间构建起另一条便捷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