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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争当改革强军排头兵
立功受奖官兵及家属代表看上海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何易 "!"#$ 年 #军功

章的荣耀$ 立功受奖官兵及家属代表看

上海活动% 昨天下午在上海龙华烈士纪

念馆启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组织了约 #!%" 名

立功受奖的驻沪部队官兵及其家属代表

参加%分为探访英雄足迹' 共享发展成

果' 俯瞰上海美景三个环节% 分别参观

龙华烈士纪念馆 ' 上海国际旅游度假

区' 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体验浦江风

情% 以此让立功受奖官兵及其家属感受

改革开放 &% 年来上海城市经济与社会

的巨大发展&

参加活动的立功受奖部队官兵表

示% 感谢上海市委市政府对驻沪部队建

设和官兵的关心支持%一定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实战练兵'苦练精兵%积极争当

改革强军排头兵&

据悉% 作为上海市大力弘扬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的一项重要举措%

#军功章的荣耀(立功受奖官兵及家属代

表看上海活动%迄今已成功举办五届&活

动自 !%#' 年开展以来%得到上海市双拥

办' 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大力支持%(!%%

余人次官兵参与活动&

副市长彭沉雷出席并讲话&

进一步提升服务大局能力水平
今年上半年上海违法犯罪案件接报数同比降!"#$%

本报讯 !记者何易"今年上半年%全

市报警类)##%('违法犯罪案件接报数同

比分别下降#)*(+'!,*&+% 社会治安平

稳有序&昨天%上海召开全市公安局处长

会议%总结上半年公安工作情况%对下半

年重点工作做出部署&

今年上半年%上海刑事案件破案数同

比增长)+% 在继续保持命案全破的基础

上%破获-!起命案积案%抓获-&名犯罪嫌

疑人%其中-'人潜逃十年以上& 侵财类案

件发案得到有效控制%诈骗案件破案数同

比增长近)(+%其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破

案数同比增长近-*(倍*火灾起数'道路交

通事故数同比分别下降!+'&*!+&

今年以来% 上海公安机关积极服务

国家战略和上海大局% 围绕上海自贸试

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公安)放

管服( 改革% 持续推动服务人才高地建

设%三批!(项出入境管理新政有效落地%

累计签发有关出入境证件,$万余证次%

吸引外籍高层人才申请永久居留)),人'

家属申请(()人& 全力推进)一网通办(%

在全市率先实现,-大项!&!小项公安审

批事项全部可以市政府网上政务大厅申

请办理& 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警务一体

化% 全面提升区域警务整体效能和区域

社会治理水平&

会议要求%下半年%全市公安机关要

紧紧围绕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安保

主线%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公安工作%确保

全市社会面平稳有序&深入推进)严扫净

保(专项行动%加大对)盗抢骗(案件破案

打击力度%加强对治安复杂区域'场所的

清查整治%持续净化治安环境*自觉对标

上海打响)四大品牌(工作部署%深入推

进上海出入境聚英计划% 加快推进长三

角区域警务一体化% 全力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进一步提升服务大局的能

力和水平&

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陈寅%副

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出席会议并

讲话&

公租房!年租赁期满能否续租
市房管局!承租人满足相关条件"可申请

按市场化租金在公租房内过渡居住一年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公租房合同

到期后还能续租吗+ 杨浦区公租房新江

湾尚景园是上海首批市筹公租房项目%

!%-!年.月对外供应%根据,本市发展公

共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的规定%公租房

租赁总年限一般不超过.年%也就是说从

今年.月起%首批租客到了租赁年限& 考

虑到部分租客的实际情况% 杨浦区对首

批租住期满人员出台了一个方案...按

市场化租金在公租房内过渡居住&

根据规定% 公租房过渡居住期不超

过一年% 且相对于原本每月'!%%/'(%%

元的租金% 过渡期内增长到每月'(%%0

')%%元&杨浦区公租公司昨天介绍%新江

湾尚景园过渡居住资格审核工作自!%#$

年&月底开展以来%(月和.月到期的租户

已有!&!户提交了资格申请% 其中#$,户

通过了资格审核& 目前已签约#.!户%签

约率达$.*.+&

记者了解到% 徐汇馨宁公寓等公租

房项目也都面临着首批租客到期的情

况& 租客要符合哪些条件才能享受续签

政策+ 根据市房管局近日发布的相关通

知% 承租人在享受公租房保障期间% 应

遵守租赁合同及公租房管理各项规定%

信用记录良好* 承租人 !包括本人' 配

偶及未婚子女" 在本市不拥有产权住房

!期房除外" 及承租公有住房% 且提出

申请之日前一年内未发生过产权住房出

售' 赠予行为及公有住房承租权转让行

为% 可申请按市场化租金在公租房内过

渡居住一年&

过渡居住续签一年后% 按照项目轮

候的实际情况%经运营机构同意%承租人

仍符合过渡居住申请条件的% 通过审核

后可再续签一年%提高租金&二次续签期

满后应当退出该套住房%不得再次续签&

就在老租户办理续租手续时% 另一

边则有新租户来选择此次推出的公租房

房源& 新江湾尚景园有!%%%多户在轮候

等待% 考虑到房源循环使用和后续轮候

家庭及时配租%租赁总年限期满'未提出

过渡居住申请或申请后未获同意的租

客%均应及时腾退所租住的公租房&

!面对老百姓的期待"我们没有退路#

近三年来"周诚带领黄浦区小东门街道党政班子"为居民改建
厨房和卫生间近千间"拆除违法建筑&万余平方米###

)胖子(周诚四十岁以后查出了高

血压&

作为基层干部% 周诚四十岁以前

的履历主要在机关%曾在原卢湾区委办

公室任职七年&!%#(年)月%也就是四十

一岁这年%他调任黄浦区小东门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一年之后%成

为小东门街道党工委书记&这是他第一

次在基层片区担任)一把手(&

小东门街道是老城厢% 是旧区改

造重点地区& 到任街道办事处主任后

的第二天% 周诚到老城厢的里弄走了

一圈%一百样担心涌上他的心头/违法

搭建爆棚%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是进

不来的*)鸽子笼(里这么多老人%逃生

能力堪忧*很多居民没有独立厨卫%烧

饭用的是液化气钢瓶% 一旦发生火灾

后果不堪设想00

那是一个雨天% 他独自登上一座

高楼%俯视老城厢的里弄& )现在是不

是有首歌叫1凉凉2+ 我当时的心情就

是1凉凉2& (

近三年时间过去了% 小东门街道

改建居民厨房和卫生间近千间% 拆除

违法建筑(万余平方米%直管公房聚奎

新村改造工程成为上海市)留改拆(并

举推进旧区改造的典型&

周诚说/)面对新时代的要求%面

对老百姓的期待%我们没有退路& (

旧改要尊重人的意愿和需求

周诚为什么说没有退路+

首先是由旧区改造的工作性质决

定的& )留改拆(并举推进旧区改造%既

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大课题%也是一

项重大民生工程&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别调研 )留改拆(

工作%可以说%这是一段时期内的政治

任务& )留改拆(涵盖历史风貌保护'城

市更新'旧区改造%内涵多元复杂&

聚奎新村是建于上世纪.%年代的

直管公房%没有卫生设施%不通煤气&

'%)户居民为满足基本生活所需%才在

楼顶'楼外'楼内搭出了&'!处违法建

筑&要拆违建%必先改善居民的居住条

件&但直管公房牵涉历史遗留问题%没

有具体政策支撑& 这意味着街道很难

寻求与条线职能部门合作% 必须一肩

承担责任&

聚奎新村居民不接受简单的修

缮%迫切希望动迁&但该地块目前未列

入动迁范围& 上述问题在上海老城厢

旧区改造中是普遍存在的&

周诚说% 很多老人没有条件' 也

不愿意离开老城厢& 他们在这里住了

一辈子& 老朋友们都在这里& 这里更

多的保留了人情社会的一面& 谁家的

女儿出嫁% 整个街坊都会道贺& 周诚

也曾是老式里弄里出来的孩子% 他能

理解老人的现实情况和想法& 旧区改

造不能一拆了之% 要尊重居民的意愿

和需求&

增加厨卫设施好比 $建
体外循环"然后开胸手术%

聚奎新村改造亮点在于 '%)户

#%%%多居民集体搬出临时过渡% 改造

完成后再回搬& 这是为解决居民要求

增加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焦点问题而

采取的创新举措&

毋庸说% 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方案&

好比给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建立体外循

环%再组织一台开胸手术%既要清除积年

的病灶%还要重建机体的功能&

涉及的一般工作就包括/ 寻找设计

方'施工方*向居民进行政策解释*组织房

屋中介公司供给临时过渡房源%并向其他

街道寻求合适的租赁房源*确保过渡回搬

过程中的公共安全...包括协调煤气公

司集中收回闲置的液化气钢瓶&

设计方难%施工方难%周诚更难&设计

稿前后改了十几遍% 周诚看了不下十几

遍& 在苛刻的约束条件下%很多地方需要

做取舍&比如%施工方提出%燃气炉具和卫

浴设施难以兼顾& 最后决定削弱卫浴%保

证安全的管道气...一直以来%居民苦于

使用液化气钢瓶的不便% 更重要的是%液

化气钢瓶意味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政策出炉之后%第一周内%九成居民

签约& 一个月内全部住户搬离& 一年以

后%在!%#,年春节期间%居民们搬回了加

固后的家&他们收获了惊喜/厨卫浴厅设

施齐备%周边环境也已焕然一新&

保留老城厢的尺度和温度

为进一步满足老城厢居民对厨卫设

施的需求% 小东门街道提出利用闲置场

地资源或租借相关场地% 建设嵌入式生

活服务设施& 最终协调利用原市审计局

培训中心的闲置用房进行改建而成的

)邻里屋里厢(服务站%集成了公共厨房'

家庭式卫生间' 洗衣房' 全科医生工作

室'助老驿站'公共晾晒区等服务&

建设过程中% 原定仿照一些大型单

位的做法% 左右分置男' 女两个公共浴

室& 这个方案被周诚叫停了& 取而代之

的是集成了淋浴' 台盆' 抽水马桶的小

浴室& )浴室要给老年人用的& 我也是

有父母的人& 老人不喜欢麻烦别人% 不

愿把衰老的一面露出来% 通常都是让子

女帮忙& 要满足这种不同于一般公共浴

室的需求&(

事实上% 小东门街道的旧区改造方

针% 是要尽力保留老城厢不同于其他新

建成区的城市尺度% 保留人情传统% 保

留城市 )温度(& 街道为临街的门前窗

外增添了绿植 % 居民们也乐于拾掇花

草& 夏日傍晚% 传统烟纸店的门口% 老

人们怡然自得地乘凉& 弄堂虽窄而平整

干净&

周诚说/ )留在老城厢的老人% 同

样应该拥有更好的品质生活&(

!本报记者 沈竹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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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与改革开放并肩前行的故事
$改革开放$'年!跨国企业在上海%征集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由上海市

政府新闻办与市商务委指导举办的 )改

革开放 &% 年/ 跨国企业在上海( 故事

征集活动% 今天正式启动&

跨国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

与者' 见证者' 贡献者和受益者& 本次

活动将邀请在沪跨国企业讲述与中国改

革开放并肩前行的故事% 展现上海良好

的营商环境' 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的发展历程& 本次征集活动成果

将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举行

主题展览% 向海内外传播跨国企业在上

海发展的精彩故事&

本次活动由上海日报 ' 东方网 '

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共同主

办 % 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和上海日报

跨国企业传播俱乐部为活动提供支

持 & 主办方欢迎在沪跨国企业 ' 各行

业龙头企业以及创新科技型企业踊跃

参与 % 为征集活动提供具体案例和生

动故事 & 案例可采用文字 ' 图片和短

视频等形式提交 & 请参与企业在 , 月

!% 日 之 前 将 案 例 材 料 发 送 至 邮 箱

123415&%6789:78;<-!.*=45&

进口博览会专业观众报名注册工作启动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专业观众报名注册工

作全面启动%相关细节已于昨天公布&

专业观众包括采购商'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方面的业内人

士& 为方便专业观众报名注册%各交易

团秘书处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报名

咨询服务热线已对外公布%专业观众可

申请加入相关交易团%从交易团秘书处

获取邀请码%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

方网站 !>>>*=;;2*41:")专业观众(...

)参观预登记(栏目在线报名%并接受交

易团管理&

邀请码首次浮出水面&据悉%邀请

码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通过交易团

秘书处或交易分团秘书组提供给团内

专业观众&邀请码具有唯一性%专属标

示特定交易团或交易分团& 交易团的

邀请码和其下交易分团的邀请码之间

具有逻辑关联% 交易团秘书处凭借邀

请码可对团内专业观众' 及其下交易

分团和分团内的专业观众进行查阅信

息'审核'管理等工作*交易分团秘书组

凭借邀请码可对分团内的专业观众进行

查阅信息'审核'管理等工作& 进口博览

会目前已开通交易团在线报名% 尚不属

于某一交易团或交易分团的专业观众%

可以申请加入某一交易团或交易分团%

进行在线报名& 而不隶属于交易团的独

立专业观众的在线报名%将在后续开放&

进口博览局同时提醒% 已经持有邀

请码的专业观众也必须通过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官网进行在线报名% 提供相关

企业信息' 到会参观采购的所有个人信

息等% 经审核通过后才可到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参观采购& 所有专业观众

必须提前在线报名%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不接受现场报名&

此外%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只

接受经预约并通过审核的普通社会观众

参观& 预约具体事项将后续公布&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服务热线 !?

$.0!-0).$$$$"正式对外公布%可 !& 小

时提供咨询服务&

戳!痛点"解!难点"#提供企业最需要的!上海服务"
陆海空无人系统示范区开建近两个月来"临港正受到众多国内外企业青睐

昨天%水陆两栖轻型运动飞机)风翎

号(在浦东临港滴水湖首飞成功%这是临港

开建国内首个陆海空无人系统示范区以

来%发布的首个航空领域新锐品牌产品&

就在滴水湖畔% 无人系统示范区的

应用场景建设也如火如荼& 不少知名无

人驾驶企业已陆续把最新的样车搬到这

里%准备做道路测试& 近两个月来%临港

科技城收到各路人工智能企业的咨询不

断% 甚至一家国际领先的法国自动驾驶

企业也主动找上门来&

是什么让临港受到了人工智能企业

的青睐+

提供真实的测试环境% 帮助人工智

能企业完成产品走向市场前的 )最后一

公里(%临港的这一举措触碰到了国内人

工智能产业的痛点%也为企业解决了新产

品走向市场的难点& 在示范区推出的背

后%则是临港管委会对当好)店小二(%提

供企业必需的)上海服务(的努力探索&

从听说临港开建无人系统示范区%

到决定入驻临港% 并将业务重心转向上

海%图森未来只用了不到两周时间%目前

即将完成注册 & 这家已经完成 @ 轮融

资'估值 '" 亿元'主攻卡车无人驾驶的

企业看中的就是临港这个独一无二的无

人驾驶试验区&

图森未来总裁助理薛健聪告诉记

者%由于国内路测资源太少%过去他们总

得去国外申请路测牌照%未来%他们希望

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东海大桥' 港口码

头的真实环境测试机会&

)人们常会有一种习惯性思维%提到

扶持创业企业%就想到给钱'给地&其实%

他们更需要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浦东

新区区委常委% 临港地区开发建设管理

委员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陈杰说%搭

准产业发展脉搏% 为企业提供最需要的

资源%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这是临港助

推打响)上海服务(品牌的一次尝试&

临港管委会经贸办副主任李甲说%

不少企业在入驻前%就提出需求...)真

实'开放的路测环境(&然而%无人驾驶汽

车上路% 触及的是我国高速公路安全底

线的大问题...不能眼睁睁看着产业发

展的机遇流失3于是%他们联合相关委办

局%与各方面协商沟通%并凝练出课题%

组织专家现场考察'反复论证&

走出办公室%再多的困难%也能找到

办法解决&除了高速公路开放测试%临港

还通过各方协调% 获批了两个 !"" 米高

度飞行空域和起落点& 这次)风翎号(首

飞所用的就是其中的一个空域&

)除了让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相结

合%我们还瞄准了未来的草地机场...通

航服务站的建设& (李甲说%突破一个瓶

颈%有时会打开好几条产业通道& 临港还

在为未来)陆海空立体交通(管理探路&

为企业提供发展的有利条件% 又为

未来社会管理探路% 从而实现新技术与

社会进步的融合与同步发展...深化服

务功能'提升服务能级%临港正在探索&

国产精品轻型运动飞机成功首飞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昨天

上午% 随着一架水陆两栖轻型运动飞

机在临港滴水湖的水面与上空完成盘

旋'滑翔'侧飞等一系列动作%我国首

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并由中国民航

局审定适航的精品轻型运动飞行

器...)风翎号(首飞成功&

为了支持无人机和通航企业的发

展% 前不久临港正式发布了陆海空无

人系统示范区规划% 作为无人机和通

航飞机交付试飞的配套保障% 并划定

了相关区域& 这些保障条件吸引了国

内外优势无人机和通航企业&

由上海奥科赛公司研制的 )风翎

号(是一款水陆两栖轻型运动飞机%曾

获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优秀工业设计

奖' 中国航空航天创新创业一等奖等

多个奖项&它能够使用)(号汽油%可在

水面'陆地'草地起降%续航可达-"""

公里%机翼可折叠%用载重,""公斤的

小车就能拖行移动&而且%对驾驶者的

要求只需持有运动飞行执照即可&

目前%)风翎号(已获得全球 ,( 架

订单% 其中还包括来自美国' 澳大利

亚'芬兰'加拿大等约 -- 架国际订单%

总金额近 ! 亿元&

上图'!风翎号" 在临港滴水湖正

式首飞& 贾子洋摄

排列 ! 第 "#"$# 期公告
中奖号码/ ( ! $ , (

每注奖金 -""""" 元

排列 % 第 "#"$# 期公告
中奖号码/ ( ! $

直选每注奖金 -"&" 元

组选 ' 每注奖金 '&. 元

组选 . 每注奖金 -,' 元

体彩公报 超级大乐透第 "#&$$ 期公告
中奖号码/

"-!".!")!-(!!. "$!")

一等奖 - -""""""" 元

一等奖!追加" - ."""""" 元

二等奖 .) -!!,)! 元

二等奖!追加" '$ ,'.,( 元

三等奖 (') ..") 元

三等奖!追加" !", ').(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