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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震应急避险来说，逃生有方法、
知识无定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应急
避险方法。公众应根据当地的地震背景、
建筑（构）物的抗震能力、疏散通道及室外
环境安全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因时、因
地、因人制宜，选择合适的避险方法。

主流地震科普观点认为，地震应急
避险应分为两个步骤：震时就近避险和
震后快速疏散，而不是一跑了之。

2017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
布的《中小学校地震避险指南》指出，震
时避险的方法按照建筑物性能划分：

当建筑物抗震性能强时，震时一律

引导就近躲藏（伏地、掩护、抓住）；当建
筑物抗震性能一般及以下时，能快速疏
散的人员，震时引导迅速撤离到室外安
全地方，在短时间难以撤离的人员仍然
引导就近躲藏。震后疏散的目的是防止
余震引起房屋倒塌造成伤害，该标准根
据“有序、安全、快速”的原则，对震后疏
散的方法和要求进行了具体规定。

科普宣传教育有所“能”，也有所“不
能”。但“房子结实”与否，减灾教育所营
造的安全文化都十分重要，我们需要不
断地从灾害中吸取教训。就平时准备来
讲，应该开展风险分析、隐患排查，在此
基础上编制应急预案，做好应急演练；同
时，还可以通过动手准备一个应急包、绘
制一张防灾地图等形式来落实应急预
案，真正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北京市地震局高级工程师 张英）

地震逃生知识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近日，塘桥召

开 2019 十佳党建品牌评审会，胡木居民

区党总支的“闪耀社工”、南城居民区党总

支的“业委会党建苑”等一批群众耳熟能

详的党建项目，荣获“十佳党建品牌”“五

大入围品牌项目”称号。

评审会前，经过对今年塘桥街道党建

品牌的项目征集，主办方共收到近40家单

位的申报材料，其中 15个项目脱颖而出。

15家党组织依次上台分享介绍自己的案

例，他们分别从项目背景、项目做法、项目

成效等方面，用数据、案例来说明项目效

果，展现基层党建如何引领社会治理进步。

例如胡木居民区党总支推出的“闪耀

社工”项目，通过将居委社工与社会组织社

工拧成一股绳，来解决以往单一力量难以

调解的棘手家庭矛盾。项目运行不到半

年，居民区内 3个长期存在的矛盾得到解

决，该模式也已经在多个居民区开展试点。

最终，经过 8 位专家的打分，塘桥街

道 2019 年“十佳党建品牌”和“五大入围

品牌”名单出炉。“15个项目做到了‘项目

类型多元化、申报主体全员化、项目实践

联动化、项目成效机制化’，这说明塘桥街

道已初步形成党建引领的社区服务体

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徐选国副教授徐选国说。

■本报记者 陈烁

9月26日，家住唐镇绿波苑的唐凤群

和女儿一起带着外孙到唐镇文化体育中

心，看刚开幕的“米字唐镇·醉美生活”主

题摄影大赛优秀作品展。看着照片里不

同角度的唐镇，唐凤群不由感叹：“唐镇这

些年变化真快，有些地方连我这个土生土

长的唐镇人都快不认识了。”

伴随着浦东开发开放，唐镇这个远郊

乡下的地方，正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

尤其是在近几年提出“创新、人文、国际

化”的发展方向后，唐镇更是华丽变身为

了高端住宅小区扎堆、商场接连开出、各

种高层次人文活动不断的高品质社区。

随着每年世界九球中国公开赛的举办和

台球文化的培育，这个曾经的小地方还成

为了“中国台球之乡”。

唐阿姨的多彩生活

唐凤群的老家在唐镇新镇村，2007
年，原来的村里动迁，她搬到了绿波城小

区。“唐镇以前就是乡下，原来只有一个老

街，现在老街也不存在了。刚搬来绿波城

的时候，这附近基本啥都没有，日常生活都

多有不便，更别说看个摄影展什么的了。”

逐渐地，她生活的周边开始出现变

化。周围的店铺越来越多，还有了一个生

活广场；地铁 2 号线东延伸段开到了唐

镇，出行可以坐地铁了；在唐镇地铁站旁

边，近两年接连开出了两个商场，吃喝玩

乐应有尽有……

在小区里，唐阿姨的生活也十分丰富

多彩。她参加了小区的舞蹈队，经常跟着

姐妹们跳舞，还代表镇里出去参加比赛，

还参加了沪剧沙龙，每周都有一次活动。

2006年新落成的唐镇文化体育中心启用

后，又成为了她多彩生活的延伸。

“从小区到文体中心走路也就 10 分

钟，我在这里上老年大学，学智能手机应

用、唱歌。文体中心还经常搞一些活动，

我们也会来参加，开开眼界。每年的国际

九球赛时，我们还能见见明星呢。”唐凤群

兴奋地说。

营造人文丰富社区

唐凤群常常去的唐镇文体中心，如今

是唐镇居民的精神文化高地。走进装修

得十分有品位的唐镇文体中心，会让人觉

得这里像是一个高级的文化会所。

一楼宽敞明亮的走廊两侧，有台球

房、乒乓球房、阅读空间（社区图书馆）、小

剧场、培训教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安静的

阅读空间内，读者在专注地看书；按照国

际大赛标准设置的台球房和乒乓球房内，

则充满动感，很多居民在此活动锻炼。“还

有从川沙、高桥赶过来运动的呢，就是冲

着我们高标准的场地而来。”唐镇文化服

务中心主任刘勤俭说。

他介绍，在日常文化服务之外，文体

中心还是每年“浦东唐城”世界九球中国

公开赛的举办地，并经常举办各种高层次

的文化活动。《西游记》经典音乐的作曲者

许镜清、台湾“钢琴诗人”高至豪等文化名

人都曾走进唐镇文体中心，与唐镇居民面

对面互动交流。“自 2016年 8月对外开放

以来，文体中心已服务过 50 万余人次。”

刘勤俭说。

除了唐镇文体中心，更多的活动在唐

镇的各个社区里开展着。每到周末或节

假日，唐镇居民在朋友圈发的跑步、阅读、

亲子、公益等各种活动秀，都会引来一片

艳羡。这些活动，有些是政府主导的，有

些是社会组织做的，还有的是居民自发

的，共同让唐镇成为了“有温度的社区”。

现在，唐镇的人文气息越来越浓。沿

着贯穿唐镇的主干道唐陆公路两侧，分布

着唐镇文化创艺中心、唐镇文体中心、露

德圣母大教堂、东窑艺术工作室，以及占

地 1.3 万余平方米的唐城绿地文化公园

等。在唐城绿地文化公园内，还建有人文

美术馆、规划展示馆及影像馆三大主题展

馆，充分展示创新人文国际化的唐镇。

村里的生活同样美好

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唐镇的一些农村

地区也并没有被落下。随着“美丽庭院”

和“家门口”服务建设，村里的生活同样美

好。

76岁的龚林福住在唐镇民丰村江北

宅，坐在自家的紫藤花架下喝茶聊天，是

他最喜欢的事。在他家的院子里，除了紫

藤花架，各种姹紫嫣红的花花草草十分吸

引人。“我家原本就有很多花草，这棵紫藤

有 30多年了，是从老宅移过来的，院子里

还种有盘槐、玉兰、樱花、桂花等。2018年

村里进行‘美丽庭院’建设后，家里的花草

就更多了。”龚林福说。

让他舒心的是，随着河道整治和“美

丽庭院”建设，不止自家院子更美了，门前

原本黑臭的小河也变干净了，村里的路两

边也变漂亮了，“现在出门散步看着比以

前好很多的环境，心里也高兴。”

离他家不远，还有一个由百年老宅改

建而来的“家门口”服务点。身为党员的

他会在那里值班，帮助村民解决问题，空

闲时，他也会和老伙计们下下棋、聊聊天。

“现在的农村可不像以前。”龚林福

说，“村里很注重环境，‘家门口’服务又给

大家更多更贴心的服务，我觉得住在村里

一点也不比城里差。”

日前，“怀抱孩子在家中，安全座椅在车中”为主题的安全出行特别活动在浦东新
区六一幼儿园举办。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不得安排未满十二周岁未成年人乘坐副驾驶座
位；驾驶家庭乘用车携带未满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时，应该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据
统计，在上海有0-6岁孩子的家庭中，有70%的家庭已经有了儿童安全座椅，但能坚持
严格使用的仅为30%。

图为浦东交警支队民警刘文轩在活动中向师生和学生家长介绍正确使用安全座

椅。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市交通

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联合发布《关

于扩大国三标准柴油货运机动车限制通

行范围的通告》。

《通告》决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对国三

标准柴油货车扩大实施限制通行措施：自

2020年 4月 1日起，全天 24小时禁止国三

标准柴油货车（不含国三标准柴油冷藏车

和已加装尾气净化装置的国三标准柴油集

装箱运输车辆）在本市 S20外环高速以内

的道路上（不含S20外环高速以及S20外环

高速高架段投影下的地面道路）行驶。S20
外环高速包括S20外环高速与G1503上海

绕城高速在外环隧道至五洲大道的共线

段。自2020年6月1日起，全天24小时禁

止国三标准柴油冷藏车和已加装尾气净化

装置的国三标准柴油集装箱运输车辆在本

市 S20外环高速（不含 S20外环高速以及

S20外环高速高架段投影下的地面道路）

以内的道路上行驶。S20 外环高速包括

S20外环高速与G1503上海绕城高速在外

环隧道至五洲大道的共线段。自 2020年

10月1日起，全天24小时禁止国三标准柴

油货车在 G1503 上海绕城高速范围（含

G1503上海绕城高速以及G1503上海绕城

高速高架段投影下的地面道路）以内的道

路上行驶。G1503 上海绕城高速包括

G1503上海绕城高速与同济路高架共线段

和G1503上海绕城高速与S20外环高速共

线段。

本报讯（记者 张敏）电动自行车日

趋普及，与之相关的交通事故也呈上升态

势。一旦发生事故，给骑行者和其他交通

参与者都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甚至人身

伤害。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由于没有保

险，往往因赔偿金额较高难以调解。目前

本市有 6 家公司向社会经营非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险相关保险产品。

购买了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后，

骑车人在使用非机动车过程中致他人损

伤的，由保险公司根据赔付额度进行赔

偿。去除非公路旅游观光车辆以外，承保

车辆类型基本以电动自行车为主，每一单

的保额基本在 7万元-50万元之间，保费

在80元-150元之间。个人投保分为两种

情形：第一种情形，投保时需要确定驾驶

人以及非机动车车牌信息，理赔时需要核

对驾驶人以及车辆信息；第二种情形，投

保时仅需确认非机动车车牌信息，理赔时

不核对驾驶人员与车辆挂钩信息。若事

故发生时被保险非机动车没有车牌，则需

查询相关目录来确认非机动车的合法性，

进而判断是否属于保险责任。

目前，本市可以承接非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险的保险公司共有 6家，分别是人保

财险上海市分公司、大地财险上海分公司、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紫金财险上海分公司、鼎和财险上海分公

司、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

公司。

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提醒，在投保时

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部分保险公司区分

营运以及非运营非机动车辆，并注明了免

责条款。其中，长安责任保险就在合同内

约定，从事快递、送餐等营业过程中发生

的第三者责任，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讯（记者 黄静 通讯员 魏文

亨 杨笑妮）记者昨日从上海机场边检站

获悉，今年国庆假期，浦东机场口岸出入

境人员达69.34万人次，日均9.91万人次，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据统计，10月1日至7日，选择从浦东

机场出境的内地居民多达 24.45万人次，

近半数选择短途出游前往日韩、新马泰等

传统旅游目的。从出入境客流走势来看，

10月1日至10月3日出境客流明显占优，4
日、5日相对持平，6日、7日单日入境客流

均在6万人次以上，开始出现返程客流高

峰，预计入境客流高峰将延续至9日。

节日期间，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上

海边检总站工作部署，上海机场边检站严

格贯彻落实各项出入境便民利民政策，增

加备勤警力，加大自助通关，推行“出入联

动错峰支援”“跨队警力支援”等客流高峰

应对措施，全力确保口岸安全稳定、旅客

通关顺畅。

值得一提的是，该站在浦东机场 1
号、2号航站楼和 S1卫星厅设置的 136条

自助查验通道让30万余名中外旅客享受

到 10秒快速通关服务，约占出入境旅客

总数的 44%，这大大减少了排队候检时

间，提升了旅客的通关体验。

此外，为做好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服务保障工作，上海机场边检站已开

通8条进博会边检专用通道，为世界各地

与会参会嘉宾提供优质高效通关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刚刚过去的

国庆假期，本市交通平稳有序，各类交通

工具的载客量有涨有跌，高速公路的车流

量有所回落。

据市交通委统计，10月1日—7日，上

海三大铁路站发送旅客合计 311.90万人

次，同比上升3.89%；到达旅客合计317.77
万人次，同比上升 5.33%。两大空港发送

旅 客 合 计 113.94 万 人 次 ，同 比 上 升

0.33%；到达旅客合计121.13万人次，同比

上升 1.58%。省际客运班线共发送旅客

41.27万人次，同比下降 13.02%。到达旅

客 51.58 万人次，同比上升 1.68%。水上

客运发送客运量 2.26 万人次，同比下降

50%；到达客运量 2.38 万人次，同比下降

41.52%。

在市内交通方面，地铁依然是众多市

民出行首选，虽然同比下降 1.43%，但地

铁全路网累计运送乘客 5203.90万人次，

平均每天近750万人次。

公路路网方面，本市高速公路国庆期

间总流量为943.19万辆，同比下降1.20%；

其中，小型客车为 846.76万辆次，同比下

降0.54%，一改以往逐年增长的态势。

高速及地面省界道口总流量共计

561.94万辆次，同比下降4.75%，出沪车流

量 270.41 万辆次，同比上升 0.87%，入沪

车流量 291.53 万辆次，同比下降 9.43%；

快速路网总流量为 1291.97万辆次，同比

下降0.04%。

远郊乡下蜕变为高品质“国际唐”
——创新人文国际化发展给唐镇居民带来幸福生活

非机动车也可投保“三者险”
本市有6家保险公司 保费在80-150元间

国三标准柴油货车禁行范围扩大

塘桥评选出年度十佳党建品牌

安全座椅在车中

铁路民航客流上升
高速公路有所回落

浦东机场出入境近7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