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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易） 记者昨天获

悉， 上海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在 “净网

2018” 专项行动中， 重点开展 “涉沪

自媒体专项整治”， 先后对违法违规

自媒体运营者警示教育 320 次， 依法

行政处罚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3 人。

2018 年 1 月 ， 自媒体人权某发

表一篇名为 《曝光！ 黄牛叫卖上海幼

升小 “条子 ” ！ 18 万 -90 万明码标

价！》 的文章， 散布谣言， 引起网民

大量围观， 造成社会危害。 上海公安

机关依法对权某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

2018 年 1 月 ， 微信公众号 “上

海楼市风云” 以视频、 文字方式发布

虚假信息， 称 “上海外地户籍居住证

满 3 年可购 2 套房”。 上海公安机关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依法对微信公众号

运营者李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18 年 6 月 ， 某军事类微博账

号运营者董某某发布图文帖， 显示其

身着制式警服和军服， 并做出不雅动

作 ， 严重损害军人和警察形象 。 对

此， 上海公安机关依法对董某某处以

行政拘留 10 日。

2018 年 7 月，在“6·28”浦北路持

刀杀人案发生后 ，微信公众号 “予老

板的 9 亩地 ”发布 “嫌疑人因子女被

学校劝退，75 万元赞助费未归还引发

报复”等不实信息，引发大量转载，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 经查，该公众号的

运营者系吴某某， 是一名房产中介。

上海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依

法将其刑事拘留 ，目前 ，吴某某已被

法院判处拘役 5 个月。

2018 年 7 月 ， 微信公众号运营

者李某、 金某通过公众号 “汇阅阁”

发布 《仙逆》 《大主宰》 等数十部小

说作品供网民付费阅读， 相关小说作

品总阅读量超过千万次。 经查， 上述

小说著作权为上海某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所有。 上海公安机关以涉嫌侵犯著

作权罪依法对李某、 金某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2018 年 8 月， 某资讯类新浪微博大 V 沈某在其账号

发布一张涉黄不雅图片， 图片显示 “两女一男裸体躺在浴

缸内， 背景为上海陆家嘴”， 该图片在网上快速传播， 造

成不良社会影响。 针对沈某在网上传播色情内容的行为，

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3 日。

2018 年 10 月， 某直播平台网红女主播杨某某 （网称

“抖音一姐”） 在直播过程中， 公然篡改国歌曲谱， 以嬉皮

笑脸的方式表现国歌内容， 并将国歌作为自己所谓 “网络

音乐会” 的 “开幕曲”， 引发网民声讨。 上海公安机关依

法对杨某某处以行政拘留 5 日。

2018 年 11 月， 公安机关发现石某、 李某从 2018 年

10 月起作为网络主播， 利用在网络平台上讲课、 发布交

易策略等方式， 发展网络水军， 并通过网络水军诱导客户

进行大宗商品及股指交易， 赚取非法费用。 上海公安机关

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将石某、 李某依法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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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头部企业在乎的“朋友圈”

静安区将出台促进电竞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和生态链
本报讯 （首席记者顾一琼） 昨天举

行的 2019 中国英雄联盟电竞生态领袖

峰会现场 ， 腾讯互动娱乐与拳头游戏

宣布成立 “腾竞体育” 并落户静安区，

将专注推动电子竞技产业发展 。 电竞

巨头相中的是静安区目前所具有的完

备电竞产业链和生态链 ， 而当下 ， 静

安区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 正在

制订相关产业战略规划和政策 ， 并于

本月底正式出台。

近年来 ， 电子竞技在全球范围内

获得高度关注， 雅加达亚运会首次纳入

电子竞技表演项目， 国内外传统体育俱

乐部以及多方企业关注并投资电竞。 电

竞也被认为是全球发展潜力最大的体育

运动之一。 在中国， 电竞产业获得飞速

发展， 并在 2018 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中国团队在雅加达亚运会上斩获英雄联

盟项目金牌， 实现历史性突破。

去年 8 月， 市委书记李强在静安区

调研电竞产业时表示： “电竞产业潜力

巨大， 上海要为国内著名电竞企业落

户扎根营造良好环境， 依托龙头标杆

企业打造特色产业园区， 推动电竞产

业实现更好发展。”

中心城区静安区， 由于其国际化

程度高、 基础设施完备、 赛事内容制

作资源丰富、 常规专业赛事集中、 商

业商务配套充足等优势， 加之产业链

完备、 产业生态活跃而备受电竞业内

关注。 特别是近年来， 电竞相关企业

在灵石路地区生根发芽， 头部企业不

断集聚发展， 已经形成 “全国电竞看上

海、 上海电竞看灵石” 的集聚效应。

当下， 灵石路沿线已汇聚起大批电

竞龙头企业， 包括以游戏研发著称的动

视 （代表产品为魔兽争霸、 使命召唤）、

拳头 （代表作品为英雄联盟 ） 、 艺电

（代表作品为 FIFA） 等等； 赛事运营头

部企业 ， 如量子体育 VSPN、 网映文

化 、 香蕉计划 、 ImbaTV； 国内顶级俱

乐部 EDG、 Snake、 BLG、 WE； 电竞直

播平台熊猫直播； 以及由 Chinajoy （中

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官方指定

的四大经纪公司之一立洲。 行业头部企

业的集聚， 为灵石路地区建设电竞产业

高地奠定了基础。

静安区委、 区政府十分重视电竞产

业发展， 经过深度调研、 多次研讨， 目

前初步形成一个调研报告———《静安区

电竞产业发展调研报告》， 一个总体规

划———《灵石中国电竞中心规划研究》，

以及相关产业政策———《静安区关于促

进电竞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 预计都

将于本月底正式发布。 以此为起点， 明

确产业发展方向， 加强正向引导， 促进

产业繁荣健康发展。

腾竞体育联席 CEO 林松在接受采

访时透露， 此次腾竞准备并确认落户静

安区时， 静安区商务委、 区招商办、 区

税务及工商等部门给予了很多支持， 让

企业能以最快速度、 最高效率落户， 并

给予了诸多政策支持。

林松表示， 此次腾竞体育成立， 是

腾讯互动娱乐与拳头游戏在电竞领域发

展模式的全新探索， 将围绕中国英雄联

盟电竞 （LPL） 核心赛事的联盟管理与

整体运营， 同时也将负责拳头游戏国际

赛事的本地化推广以及商业化代理， 对

电竞相关创新业务以及创新产品进行进

一步的探索与投入。 双方将组建电子竞

技专项团队， 更专注投入在电竞生态的

建设与运营， 致力于把英雄联盟电竞打

造成为中国最专业、 最有影响力和最具

商业价值的体育赛事， 成为电竞行业的

先行者、 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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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CPI重回“1时代”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8 年 12 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环

比回落 0.3 个百分点。 这是在 2018 年 6 月份后， CPI 半年来首

次重回 “1 时代 ”。 从全年来看 ， 2018 年全年 CPI 同比上涨

2.1%， 是四年来首次突破 2%。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分析 ， 2018 年 CPI

同比增速的上升， 主要是由食品价格同比增速上升所带动， 特

别是受天气影响， 2018 年鲜菜价格同比增速明显上升。 他说，

2018 年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速涨跌互现， 其中变化较大的有医

疗保健类和交通通讯类， 医疗保健类价格同比增速在 2018 年

有明显下降， 而交通通讯类主要受国际油价影响， 其同比增速

有明显上升， 对整个 CPI 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相互抵消。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代表团访沪
尹弘会见席尔瓦一行

本报讯 （记者孙华）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昨天会见了由总

书记席尔瓦率领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代表团一行。 尹弘向来

宾们介绍了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

“洁净旅途”给春运增添更多温馨

近两年，火车站和列车的卫生面貌开始悄然改变，这离不开
保洁团队的接力奉献和默默付出———

又一年春运即将到来。曾经，春运火车

站和列车上的厕所，因为挤满了旅客而“失

去功能”；曾经，因为气味难闻，靠近厕所的

座位让旅客避之不及。而近两年，火车站和

列车的卫生面貌开始悄然改变， 这离不开

保洁团队的接力奉献和默默付出。

分色保洁，打造“洁净旅途”

昨天下午，刚开完乘务准备会，上海华

铁旅客服务有限公司的杨月如便来到站

台。 她是G99次列车上的一名保洁乘务员，

列车14时10分从上海虹桥站出发，22时29

分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上车后，杨月如开始整理清洁工具。宽

拖把、窄拖把、蓝毛巾、红毛巾、小喷壶……

别看这些保洁工具和我们日常使用的没有

什么差别，使用起来却有严格的规范。

高铁上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清洁工

具， 保洁车上有三种不同颜色的抹布和两

种颜色的拖把， 红色抹布仅用于保洁厕所

内蹲坑、坐坑外缘，蓝色抹布仅用于厕所内

除蹲坑、坐坑以及地面外其他区域，紫色抹

布仅用于车厢板壁、行李架、小桌板等比较

干净的区域。而蓝色拖把仅用于厕所地面，

紫色拖把则用于车厢保洁。 打扫完一个厕

所，她都会立即将抹布清洗干净，再去下一

个厕所。

去年2月，从事销售工作的杨月如得知

高铁招聘保洁员的消息后， 在亲友的反对

声中，辞去原有工作前来应聘。这份工作并

不轻松，每趟车要站立工作七八小时以上，

但她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 她常常找客运

人员了解自己负责车厢旅客的下车站，这

样可以提前到旅客座位打扫卫生， 既可以

提醒旅客准备下车， 也为新上车旅客提供

干净的座席。

“今年我将经历第一个春运。 ”杨月如

说，“有一点紧张， 听同事说春运期间工作

压力比平时大， 但我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

让旅客回家之路更温馨。 ”

车站厕所，必须“随脏随扫”

上海虹桥站候车室保洁组班长王艳是

一个“老面孔”，这几年春运都坚守在一线。

昨天下午，她又开始在自己的岗位上忙碌起

来：“今年我仍旧不回家过春节，习惯了。 ”

2017年以来， 升级改造后的上海虹桥

站厕所蹲位由原来的354个增加至目前的

531个，增幅达50%，其中，女厕蹲位由原来

的199个增加至现在的320个，增幅达61%，

缓解了长期存在的排队问题。

同时，车站集成使用多项科技手段，创

新引入厕所蹲位智能显示引导系统， 安装

镜面电子显示系统和区域广播， 采取生物

除臭技术等，改善旅客如厕体验。 “红色代

表蹲位有人，绿色表示无人。 ”王艳告诉记

者，“对我们保洁人员来说， 工作起来也更

有针对性。 ”

硬件提升的同时 ， 软件支持也要跟

上。 王艳告诉记者， 首届进博会前后， 他

们做了大量服务提升工作。 王艳随身携带

的工具不少 ， 比如 ： 刮器用于去除台面

水渍 、 火钳可以夹起纸屑 、 铲子用来铲

口香糖、 泵浦用来疏通管道等。 必要时，

还可以呼叫电动疏通机、小型扫地车前来

支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虽然齐

备了，保洁员的工作要求可没有降低。王艳

总结出一套口头禅， 就是要做到 “随脏随

拖、随脏随擦、随脏随捡、随脏随扫”，最终

达到“台面无水渍、地面无污渍、坑位无便

渍、空间无异味”。

“再过一个礼拜，车站候车大厅里的人

会多很多。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王艳胸有

成竹。

用上“新三件”，省时又省力

对于南翔库 “90后 ” 保洁员孙明明来

说 ， 下午是补充体力的时间 ， 夜晚列车入

库， 才进入他的工作时间。

据介绍， 保洁员过去用水保洁， 费时费

力 ， 影响车底电器设备安全 ； 现在科技进

步， 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 高铁保洁工作效

率倍增， 提高了保洁质量。

孙明明随身装备中有高铁专用清洁剂和

纳米高纤抹布的清洗组合工具 ， 一喷一抹

间， 污渍就消失了。 高铁动车保洁摈弃了消

毒粉、 洗衣粉、 去污粉这 “老三样”， 改用

“新三件” 清洁剂： 高铁1号用于深度污染清

除， 高铁2号用于一般污染处理， 高铁3号用

于玻璃和镜面除污。 “新三件” 无毒无害，

避免了对车体的腐蚀， 除污效果好， 大大节

省了保洁时间。

当过兵的孙明明， 学习和动手能力强。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 他精心钻研高铁保洁

方法， 并对机械保洁进行优化， 成为了一名

业务能手， 使用抛光机、 地毯清洗机、 吸尘

器、 蒸汽机、 板壁机都得心应手。 “我们一

定要精益求精做好每一趟高铁的保洁工作。”

孙明明说。

打折票价引导旅客“反向过年”

铁路上海局对14趟节前增开列车
推出最多六五折优惠票价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对 14 趟节前增开列车推

出打折优惠服务， 优惠幅度最多六五折，

以引导人们 “反向过年 ”。 昨天 ， 这 14

趟列车的具体车次和打折日期公布。

记者看到， 这 14 趟列车中， 终到站

为上海站或上海南站的列车有 5 趟，出发

地包括淮北、贵阳、成都。 打折日期为 2 月

1 日至 4 日。

相关人士解释，春运期间客流极不均

衡。 例如，节前上海前往西南一票难求，西南

到上海却往往空车而返 ，节后则 “倒过来 ”。

为了引导旅客特别是务工人员反向过节，提

高回空列车的运能利用率，去年春运首次对

14 趟回程列车试行打折优惠措施，今年将在

此基础上继续推出打折优惠服务。

动车检修
备战春运

春运在即， 在上海虹桥动车运用所这座长三角最大的高铁动车 “4S 店” 内， 机械师

们正忙着对高铁动车精检细修。 据介绍， 上海虹桥动车运用所共有 900 余名机械师， 日均

可检修高铁动车 75 组， 最高可达 80 组。 图为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上海动车段机械师

正在进行出乘作业。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黄德峰摄影报道

冯晓瑜绘

全面规范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
（上接第一版）

通知强调， 《条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党章和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 紧密结合农村实际， 坚持问题导向， 总

结基层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 对党的农村基

层组织工作作出全面规范， 是新时代党的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基本遵循。 《条例》 的颁

布实施， 对于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

面领导， 打赢脱贫攻坚战、 深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提

高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 巩固党在农

村的执政基础，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指出， 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优

良传统， 重视并抓好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各级党委 （党

组 ） 一定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出

发， 始终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不动

摇， 特别是县级地方党委要把加强党的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任务抓紧

抓好， 采取有力措施， 强化责任保障， 推

动 《条例》 落到实处、 见到实效。 要加强

学习宣传 ， 利用报纸 、 广播 、 电视和手

机、 网络等媒介， 通过集中学习、 专题研

讨等方式， 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

部深入领会 《条例》 精神， 尤其要宣传到

每一个农村党支部， 使其全面掌握 《条例》

内容，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

求上来， 真正贯彻落实好 《条例》。 要组织

开展培训， 把 《条例》 纳入党委 （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 （行政学

院） 教育课程， 对县、 乡、 村党组织书记

进行专题轮训， 提高做农村基层工作、 抓

农村党支部建设的本领。 要加强监督检查，

及时解决 《条例》 贯彻落实中的有关问题。

中央组织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指导，

确保各项规定得到贯彻执行。

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 《条

例 》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 ，要及时报告党

中央。

坚定发展信心 勇于迎难而上
（上接第一版） 民革市委主委高小玫、 民

盟市委主委陈群、 民建市委主委周汉民、

农工党市委主委蔡威 、 致公党市委主委

张恩迪 、 台盟市委主委李碧影 、 市工商

联主席王志雄 、 民进市委专职副主委胡

卫 、 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钱锋 、 无党派

代表人士解冬相继发言 ， 结合各自工作

及前期调研 ， 对 《政府工作报告 》 及政

府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应勇边听边记 ， 不时与大家讨论交

流 。 在集中回应时 ， 应勇代表市委 、 市

政府感谢各民主党派 、 工商联及无党派

人士长期以来为上海发展作出的重要贡

献， 以及对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 他说，

大家精心准备 ，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质量

很高 ， 我们将认真研究 、 充分吸纳 ， 进

一步修改完善 《政府工作报告》， 并不断

改进政府工作。

应勇说 ， 去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

体平稳 、 稳中有进 、 稳中向好 、 符合预

期 ， 呈现结构更优 、 效益更好 、 更趋协调 、

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 市十五届人大

一次会议确定的全年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 今

年经济运行稳中有变、 进中有缓、 好中有忧，

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 坚定发展信心 ， 勇于迎

难而上 。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十一届市委六次全会的部署 ， 全面用好我

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集中精力办好自

己的事情 ， 加快落实三项新的重大任务 ， 持

续办好进口博览会 ， 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

局服务。

应勇说， 做好政府工作， 需要凝聚各方智

慧和力量。 希望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及无党派

人士集思广益， 群策群力， 发挥优势， 积极建

言资政。 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加强与大家的沟通

协作， 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 不断提高政府科

学决策、 民主决策、 依法行政的水平。

市委常委 、 统战部部长郑钢淼出席座

谈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