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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须双双

上周末，“利奇马”给上海带来了暴风

骤雨。在周浦生活垃圾中转站，大量雨水

没有像过去一样涌入污水管网，而是被收

集后排入市政雨水管网。这一并不起眼的

改变，其实给水环境的保护带来了重要影

响——减轻了市政污水管道在暴雨期间的

压力，也避免了地面积水流入河道，影响河

道水质。

垃圾中转站承担着垃圾处置的重要责

任，站点的自身建设也很重要。上个月，中

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在下沉检查中发

现，浦东合庆和周浦的两处生活垃圾中转

站存在未实施雨污分流，雨水和污水全部

排放进污水管网的现象。对此，两处站点

积极承担整改职责，对相关问题即知即改。

在华夏东路G1503入口旁，占地 8600
多平方米的合庆生活垃圾中转站承担着合

庆、川沙及部分祝桥镇居民的生活垃圾中

转运输工作。这里的日均垃圾转运量约

550吨，投入运行已达16年。

由于早期建设时，该中转站并没有实

施雨污分流，此前站内的雨污水全都排入

污水管网。接到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

的整改通知后，中转站的管理运营单位浦

东东道园综合养护有限公司委托浦东设计

院对改造项目进行整体设计，在两周不到

的时间内完成改造。

中转站站长顾成玉介绍，合庆中转站

的雨污分流工程改造的重点是对冲洗水和

地面雨水进行分流，通过调蓄池和分流井

的控制，将污染严重的冲洗水和初期雨水

纳入市政污水管，暴雨期间的溢流雨水就

近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新坦瓦公路上的周浦生活垃圾中转站

也被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发现了未实

施雨污分流，雨水和污水全部排放进了污

水管网的问题。

据了解，周浦生活垃圾中转站投运至

今已有11年，承担着周浦镇及康桥镇的居

民生活垃圾中转运输任务，现在日均垃圾

转运量约370吨，其中干垃圾245吨/日、湿

垃圾125吨/日，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较高的

排放量。

针对雨污水未分流、全进污水管网的

问题，管理运营单位上海浦欣清运保洁服

务有限公司委托浦东建筑设计院进行周浦

中转站的雨污分流项目设计。该工程于 7
月 22日开工，7月 31日完成了污水分流和

排放竣工验收，并取得污水纳管排放证明；

8月1日完成雨水分流和排放竣工验收，并

取得雨水纳管排放证明。记者了解到，本

次雨污分流工程共新（扩）建“三类水”收集

池、调蓄池、分流井、格栅井4座，铺设及疏

通地下管网约200米。

目前，该垃圾中转站已经完成了雨污

分流，并可以进行对雨水和污水等的精细

化管理。参与设计的浦东建筑设计院工程

师叶标表示，在整改之后，中转站将收集的

雨水分类为初期与后期。其中，初期雨水

与一些工程产生的污水将一并通过分流

井、调蓄池、格栅井等进行环保处理，达标

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而后期雨水，一般

指大雨过后未能及时排放的雨水，则收集

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周浦生活垃圾中转站站长季渊表示：

“如果不实施雨污分流，进入台风多发天气

后，大量雨水可能集中在短时间内涌入污

水管网。”而一旦雨水污水不能得到排放，

溢出的污水将产生水质污染，这次整改能

有效避免上述问题。

据介绍，相关工作的后续长效管理机

制也将陆续出台。

■本报记者 章磊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揭开面

纱后，刘宏连着几天都在仔细研究相关材料和报道。

身为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他已经开始考虑外高桥保税区这个自贸区的老片

区，该如何与新片区“同频共振”。

扎根外高桥保税区，一干整整 20 年。1999 年 1
月，36岁的刘宏来到了这片浦东开发开放的热土。他

的第一个职务是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负责招商引资工作。

这是保税区的第一家开发公司，开发建设的任务

很重。刘宏带着满腔热情，跑客户、引进项目落地；跑

工地、管理建设品质；跑部门、争取有利政策……外高

桥保税区几乎所有的功能创新，都是公司根据企业需

求，率先向政府提出，并配合政府研究出台相关的政

策措施。

光学巨头蔡司，以贸易公司形式落户外高桥保税

区，如今升级为中国地区总部；美国药典委员会中华区

总部，搬迁至外高桥后业务规模迅速壮大，成功在区内

“生根发芽”……在外高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悉心

培育之下，一家家原先只有十几名员工的贸易公司，成

长为人员上千甚至数千的地区总部、营运总部。

刘宏始终奋斗在保税区开发建设的第一线，对园

区内的企业如数家珍，并且因为一路陪着企业成长的

原因，对它们充满了感情。

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

外高桥保税区和外联发公司如何抓住这一前所未有

的机遇、实现转型发展，成为摆在刘宏面前的重大课

题。他说：“我们必须通过创新、努力，打造中国特色

的自贸区。”

2016 年 2 月，刘宏成为外高桥集团股份的掌舵

人。他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外高桥保税区的 10平方公

里，他要为落实国家战略、推动浦东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努力。

刘宏一直全力帮助区内企业用好自贸区政策。

目前，外高桥保税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到 96家，

培育出 10个年销售额超百亿元级产业、6个超千亿元

级产业，形成了智能制造、医疗器械、汽车等专业平

台，吸引了各个行业领军企业入驻。而通过开展长三

角区域联动，产业“走出去”的脚步已遍及启东、池州、

南通等十多个长三角城市。其中的外高桥集团（启

东）产业园，作为全国首个跨省产业联动合作项目，被

誉为“启东模式”。

刘宏说：“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公布后，对浦东、上

海来说是巨大机遇，将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对外高

桥而言，则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他告诉记者，能够为外

高桥、浦东乃至上海作出自己的贡献，是最开心的事。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日，上海

警方对今年以来在专项行动中收缴

的非法枪支、管制刀具进行了集中销

毁。今年，上海公安机关坚持“缉枪”

“治爆”“净网”全面出击，强化“打、

防、管、控”综合施策，持续开展社会

面非法枪爆物品清查收缴，深入推进

本市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立案查处涉枪涉爆违法犯罪案件

142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81人，清

理网上有害信息213条，收缴了一批

非法枪支和管制刀具。

警方介绍，专项行动期间，通过

广泛的宣传发动，行动得到了社会各

界和市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有不少群

众和单位主动上交枪爆物品，也有热

心市民积极举报枪爆违法犯罪线

索。警方表示，将紧紧围绕“治枪爆、

除隐患、保大庆、护民安”工作主题，

进一步深化宣传发动，完善并落实举

报奖励制度，切实形成全民抵制非法

枪爆物品的良好社会氛围；进一步强

化侦查破案，严厉打击枪爆与其他违

法犯罪行为合流犯罪以及网络贩卖、

非法制贩犯罪活动；进一步加强清查

收缴，彻底清除社会面非法枪爆物

品；进一步严格源头治理，加强重点

领域、重点地区、重点问题整治，不断

完善安全监管机制，全力为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大庆、第二届进博会的顺

利举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切

实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近日，

新疆莎车县迎来132名上海援疆“浦

东号”旅游包机游客，这是上海援疆

前方指挥部今年组织的第26架包机

的游客。按照计划，在上海援疆前

方指挥部统一部署下，今年将共开

通 50余架次援疆旅游包机，推动旅

游扶贫。

此次上海援疆“浦东号”旅游包

机游客在南疆进行 8天 7夜游玩，游

览了喀什古城、莎车县木卡姆文化、

泽普金胡杨、叶城锡提亚迷城、巴楚

红海、岳普湖达瓦昆沙漠等景点，领

略南疆美丽的自然风光，体验浓郁

的民族风情。

为进一步发挥旅游带动作用，

上海援疆莎车分指挥部积极挖掘莎

车文化资源，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艾德莱斯丝巾转化为特色文化

旅游产品，在木卡姆传承中心进行

展示和销售，推动莎车非遗传承和

发展。在位于塔尕其镇的莎车县扶

贫产业园的葡萄长廊里，成片的巴

旦木、万寿菊、玫瑰观赏区吸引游客

纷纷拍照留念。在景点的农副产品

销售区，游客们挑选购买包装精美

的巴旦木、蜂蜜等农副产品，作为特

色旅游产品带回家。

在旅游线路设置、酒店餐饮安

排、通行安全保障等方面，上海援疆

莎车分指挥部专门成立了包机旅游

工作小组，有效保障援疆旅游包（专）

机顺利运行。此次包机旅游，上海援

疆莎车分指挥部还联合上海中国青

年旅行社精心策划了爱心捐赠活动，

参加援疆包机的游客们热烈响应，捐

赠爱心衣物千余件，还有一大批书

籍、铅笔、文具、毛绒玩具等。在莎车

县扶贫产业园，游客们把爱心衣物送

到了贫困农民手中，为贫困家庭奉献

一片爱心，传递一份温暖。

上海援疆旅游包机于 2017年 9
月进行了首航，旨在推动上海全面

深入对接新疆喀什地区产业发展和

脱贫攻坚工作。2018 年，上海援疆

前方指挥部大力推动“送客入喀”工

程，开通旅游包机、专机约 20架次，

不断加强沪喀交流交融。

上海援疆莎车分指挥部表示，

援疆旅游包机在带动当地旅游业、

农产品销售等提升的同时，也让更

多人体验到了南疆风情，展示了莎

车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今后将继

续提升接待和服务水平，实现援疆

包机专机旅游常态化、市场化的运

行，拉动消费经济增长，助力莎车脱

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张敏）对于执行案件

的很多当事人来说，他们经常会有一些

疑问，我的案件的承办法官去哪了？对

此，执行法官们表示很无奈，案多人少，

分身乏术。近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通过添加当事人微信的方式解决了这

个问题，执行人员与案件当事人之间畅通

了沟通渠道，提高了工作效率。

上海三中院自成立以来，受理的执

行案件数每年都在大幅增长，今年的案

件数跟去年同期相比更是上涨了 20%，

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执行人员张

德毅通过添加当事人微信的方式有效缓

解了这个矛盾。在一起侵害外观设计专

利权纠纷的执行案件中，按照判决书内

容，被执行人需要停止销售侵权产品，在

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也作了不再侵权

的承诺。但是，申请执行人在结案后发

现被执行人再次售卖侵权产品，申请人

立即将证据拍照，通过微信发送给张德

毅，同时申请恢复执行。

这起案件的申请人是一家经营地在

新疆的企业，短期内无法前来法院办理

申请恢复执行的手续。张德毅通过微信

沟通，详细告知所需的材料，申请人准备

好材料后再邮寄到法院，这样就不用专

门跑一次法院了。“现在我们提倡‘最多

跑一次’，有些案件甚至一次都不用跑，

在微信上沟通就可以了。”张德毅说。

有了“微信执行”，既方便了当事人，

让他们即使在千里之外也能随时跟进案

件的情况、提供执行线索，也提高了执行

法官们的工作效率。下一步，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上海三中院执行

局计划将“微信执行”形成常态化机制。

“执行工作也要与时俱进，让当事人感受

到司法工作的人性和温暖。”上海三中院

执行局副局长叶平说。

浦东两处生活垃圾中转站整改雨污混排现象

雨污水分“清爽”水环境添保障

上海三中院打造
“微信执行”新模式

上海警方严厉打击涉枪涉爆违法犯罪活动

一批非法枪支、管制刀具被集中销毁

“浦东号”旅游包机游客赴莎车体验别样风情

加强交流交融 推动旅游扶贫

20年奋战在
保税区建设第一线
——记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宏

个人简介：
刘宏，上海外高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扎根
外高桥保税区20年，先
后获得“第二届浦东年
度经济人物·年度经济
人物十强”、浦东新区
首届“好班长”、2018年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
章、“2018年上海现代
服务业优秀企业家”等
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昨天下

午2点，被誉为“中国最高书店”的朵云

书院上海中心旗舰店正式对外开放，

并在瞬间达到了350人的承载峰值，进

入到“爆仓”状态。书院立即启动限流

模式，在上海中心大厦1楼辟出排队入

场区域。

“‘小云’友情提醒：截至下午 2点

23分，目测排队时间 3小时以上……”

从昨天下午 2点 26分开始，朵云书院

上海中心旗舰店的运营方——上海世

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在其官方

微博上发布了第一条大客流的“图文

直播”。此后每隔一两个小时，都会进

行一次信息跟进。

昨天下午5点，记者来到上海中心

大厦，看到 1楼仍排着近百米的队伍，

读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乘坐电

梯。而在位于大厦 52楼的书院，依然

处于“满员”状态。在形如“山洞”的书

架之间，读者络绎不绝地往来穿行。

而在名为“好望北角”与“好望南角”的

两座空中花园里，同样坐满了看书、喝

咖啡、赏风景的读者。记者发现，除了

选购书籍及文创产品的人群以外，现

场还出现了不少专程前来拍照“打卡”

的游客，体现出这座“高颜值”实体书

店的“网红”气质。

“书院开放后火爆异常，亲朋好友

们请晚几天再来。”朵云书院上海中心

旗舰店有关人士建议，读者尽可能错

峰出游，并遵守有关秩序，以获得更优

质的阅读服务。

“中国最高书店”
开放首日启动限流

昨天下午5点，上海中心大厦1楼仍排着近百米的队伍。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