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下半年度，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委托第三方，对全

市的市容环境开展了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测评主要内容为“道路、

建（构）筑物、居住区、绿地、工地、集市菜场、交通集散地、校园周边、

医院周边、公厕、水域、车容车貌、服务规范”等 13大类和 49项具体

指标。测评得分共分优秀（85分以上）、良好（80－85分）、尚可（75?80

分）、一般（70?75分）、较差（70分以下）等 5种市容环境状况，现将

测评结果公告如下：

全市各区

全市 16个区中，市容环境状况处于良好的区为长宁区、徐汇区、静

安区、黄浦区、虹口区、杨浦区，尚可的区为浦东新区、宝山区、嘉定区、松

江区、青浦区、普陀区、闵行区、崇明区、奉贤区、金山区。

街道（镇、乡、工业区）

优秀（24个，第 1-24名）：静安寺街道、南京西路街道、程家桥

街道、康健新村街道、南京东路街道、瑞金二路街道、石门二路街道、

虹桥街道、外滩街道、四平路街道、横沙乡、月浦镇、凉城新村街道、

新华路街道、书院镇、枫林路街道、泖港镇、徐家汇街道、周家桥街

道、友谊路街道、陆家嘴街道、花木街道、田林街道、五里桥街道

良好（82个，第 25-106名）：大宁路街道、江宁路街道、长征镇、

曹家渡街道、南翔镇、新江湾城街道、斜土路街道、临汾路街道、天平

路街道、万祥镇、泥城镇、罗泾镇、湖南路街道、五角场街道、天山路

街道、北蔡镇、万里街道、欧阳路街道、打浦桥街道、颛桥镇、曲阳路

街道、半淞园路街道、江苏路街道、洞泾镇、塘桥街道、夏阳街道、淮

海中路街道、潍坊新村街道、广富林街道、菊园新区、凌云街道、莘庄

镇、金桥镇、吴淞街道、曹杨新村街道、古美路街道、方松街道、彭浦

镇、城桥镇、五角场镇、金泽镇、枫泾镇、华阳路街道、共和新路街道、

南桥镇、虹梅路街道、金山卫镇、周家渡街道、天目西路街道、彭浦新

村街道、张庙街道、延吉新村街道、长桥街道、殷行街道、罗店镇、北

新泾街道、小昆山镇、仙霞新村街道、甘泉路街道、漕河泾街道、龙华

街道、控江路街道、陈家镇、新泾镇、四川北路街道、南汇新城镇、周

浦镇、嘉定镇街道、沪东新村街道、浦兴路街道、金山工业区、朱家角

镇、新成路街道、徐行镇、新虹街道、泗泾镇、庙行镇、高境镇、东明路

街道、江湾镇街道、外冈镇、石化街道

尚可（79个，第 107-185名）：赵巷镇、海湾镇、北站街道、永丰

街道、新浜镇、长白新村街道、北外滩街道、芷江西路街道、宝山路街

道、马陆镇、老港镇、平凉路街道、广中路街道、山阳镇、佘山镇、绿华

镇、上钢新村街道、康桥镇、华泾镇、浦锦街道、嘉兴路街道、航头镇、

张江镇、叶榭镇、大桥街道、徐泾镇、长风新村街道、庄行镇、桃浦镇、

江浦路街道、虹桥镇、真如镇街道、建设镇、江桥镇、江川路街道、洋

泾街道、重固镇、亭林镇、定海路街道、老西门街道、石湖荡镇、宣桥

镇、岳阳街道、七宝镇、吴泾镇、祝桥镇、漕泾镇、高桥镇、青村镇、高

行镇、高东镇、豫园街道、长寿路街道、新河镇、中山街道、庙镇、金杨

新村街道、宜川路街道、四团镇、小东门街道、华亭镇、柘林镇、石泉

路街道、新村乡、南码头路街道、竖新镇、张堰镇、廊下镇、盈浦街道、

新桥镇、浦江镇、安亭镇、长兴镇、梅陇镇、华新镇、马桥镇、新海镇、

奉浦街道、真新街道

一般（31个，第 186-216名）：曹路镇、港沿镇、三林镇、合庆镇、

车墩镇、东平镇、港西镇、淞南镇、杨行镇、西渡街道、三星镇、大团

镇、唐镇、惠南镇、奉城镇、香花桥街道、大场镇、中兴镇、朱泾镇、华

漕镇、新场镇、白鹤镇、金汇镇、堡镇、川沙新镇、练塘镇、吕巷镇、九

里亭街道、向化镇、顾村镇、九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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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年下半年度本市市容环境卫生状况
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的公告

美重回中东欧 敲山震虎之心昭然
蓬佩奥访问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

2月11至19日， 借参加在华沙举行

的中东问题会议之际， 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访问了匈牙利 、 斯洛伐克和波兰三

国。 在会见与会谈中， 美国强调通过加

强与三国的合作来强化其在中东欧的地

缘政治作用。

蓬佩奥此访的主要意图聚焦在以下

三方面：

首先，突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今

年正值东欧剧变30周年。多年来，中东欧

国家与美关系发展主要集中在经贸与防

务合作方面， 尤其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

机发生后， 处在美欧与俄罗斯博弈前沿

的地缘位置决定了波兰为首的一些中东

欧国家对俄罗斯的警惕性和对美国与北

约的安全依赖性都进一步增强。

从政治关系看，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7年参加了在华沙举行的三海合作峰

会以外，近年美国领导人对中东欧国家的

访问并不多，此次蓬佩奥访匈距美前国务

卿希拉里访匈已过去8年， 美前国务卿奥

尔布赖特访斯则在20年前。 因此，匈牙利

政府新闻通稿特别提到，蓬佩奥到访开启

了匈美合作的第三支柱：政治合作。

蓬佩奥盛赞30年来该地区自由民主

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强调美与三国的关

系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基础

上， 美将不断强化与三国的关系发展并

保障其自由与繁荣。

其次， 为突出美国在中东欧的地缘

政治作用。访问期间，蓬佩奥强调与三国

经贸、能源和防务合作的重要性。蓬佩奥

表示， 近年来美国远离中东欧地区是不

可接受的， 这为美国的对手提供填补了

地区真空和发挥作用的机会， 现在美重

申在该地区发挥积极影响力的决心。 其

中重要途径之一是加强与三国的防务合

作,以削弱俄对该地区的安全威胁。

访匈期间, 美匈就两国签署新防务

合作协议文本基本达成一致。访斯期间，

蓬佩奥与斯总理的会谈中提出加强防务

合作是发展两国关系的优先目标。 2018

年底斯国防部签署采购美国F-16V新型

战机的协议， 这是斯独立以来金额最大

的防务采购合同。 2017年波兰签署采购

价值47.5亿美元的爱国者反导系统的防

务合同， 此次波兰提出希望美国加快在

波建设永久军事基地的同时， 波兰签署

采购美国价值4.14亿美元导弹发射器的

合同，这是波、斯多年来紧随美国军事政

策的延续。在能源合作上，美波都表示反

对俄德计划建设的“北溪2号”项目，强调

中东欧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进口美国液化

天然气实现能源供给的多元化。

第三，通过打压华为，突出把中美技

术争端扩展到欧洲的战略意图。 匈斯波

三国都是华为、 中兴等中国电讯企业拓

展欧洲市场的重要国家。 华为波兰公司

是华为在东北欧地区部的总部， 华为也

计划在匈建立欧洲物流中心。 访问三国

期间， 蓬佩奥不断散布华为技术与设备

的安全威胁论， 并向三国施压禁止华为

参与5G建设，尤其对匈 、斯与华为的合

作提出警告称， 中东欧国家使用华为设

备会对美欧合作造成影响， 如果一些欧

洲国家继续与华为合作的话， 美国将限

制与其合作。

地缘位置决定了中东欧是大国竞争

和利益交织的主要区域之一， 一些中东

欧国家重视对华务实经贸合作， 在发展

对华关系中以国家利益为优先， 并不想

成为大国竞争的工具。 匈牙利外长和斯

洛伐克总理已表态称两国并不想在对华

经贸合作议题上完全站在美国一边。

匈总理欧尔班近日对当地媒体表

示，匈政府坚决支持“一带一路”，此前匈

政府已表态称， 华为技术和设备不会构

成安全威胁， 不反对华为参与国内的电

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斯洛伐克政府认

为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华为技术

的安全风险，斯总理此前曾表示，斯不会

把华为视为安全威胁。

旨在加强互利共赢 、 务实合作的

“16+1”合作机制的建立，在推动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

义。 这一合作机制进一步提升了中东欧

地区的地缘经济战略地位， 并加强了中

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战略关联性， 中东

欧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关系

与国际合作中突出的新亮点，在过去6年

中各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 从此次蓬佩

奥访问中东欧三国时，对“16+1”模式的

无端指责来看， 美国重新介入中东欧地

区会成为深化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中

新的干扰因素。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
学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

G理阿德恩澄清传闻称

新华社惠灵顿 2 月 19 日电 （记者

卢怀谦 郭磊）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19 日

说， 中国华为公司从未被排除在新西兰

5G 网络建设之外。 但她也强调， 采用

华为设备的新西兰电信服务商斯帕克电

信公司必须减轻 “安全隐忧”。

阿德恩告诉媒体， 一些人说新西兰

已经对华为 5G 方案关上大门， 这种说

法是错误的 。 关于 “五眼联盟 ” （美

国 、 英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 伙伴面临美国压力不采用华为设备

的说法 ， 阿德恩表示 ， 虽然 “五眼联

盟” 共享情报， 但是在华为 5G 方案问

题上， 新西兰会做出自己独立的决定。

2018 年 11 月 27 日 ， 新西兰政府

通信安全局突然以所谓 “国家安全风

险” 为由， 反对斯帕克电信公司使用华

为的 5G 设备。

对此， 阿德恩说： “新西兰立法规

定， 政府通信安全局独立对通信安全问

题严格评估 ， 评估结论提出了安全隐

忧。 目前斯帕克电信公司的选择就是减

轻这些安全隐忧。”

斯帕克电信公司发言人安德鲁·皮

里随后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 “我

们正在努力提供我们可能缓解风险的措

施以解决政府通信安全局提出的问题，

但尚未决定是否或何时向政府通信安全

局提交修改后的方案。”

英国 《金融时报 》 17 日援引匿名

消息称，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得出结

论 ， 在未来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设备

“风险可控”。 报道称， 英国的结论 “有

很大分量”， 欧洲和其他国家可以采取

类似措施。

今年 1 月， 阿德恩在达沃斯论坛上

曾表示将 “公平对待 ” 华为公司 。 她

说 ， 新西兰的立法体系提供了一个框

架， 在此框架内斯帕克电信公司和华为

有机会解决安全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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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现示威，抗议G统绕开国会修建美墨隔离墙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据美

国媒体报道 ， 加利福尼亚 、 纽约等

16 个州 18 日联合向位于旧金山的加

州北部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 指

控总统特朗普宣布 “国家紧急状态”

以绕过国会筹集经费用于在美墨边

境修建隔离墙的做法违反宪法 ， 希

望法院禁止这一政令生效。

同一天 ， 美国多地举行示威活

动 ， 抗议特朗普绕过国会筹集更多

资金用于修建隔离墙。

18 日当天正值美国法定节日

“总统日 ”。 原告以加利福尼亚州总

检察长泽维尔·贝塞拉为代表， 加利

福尼亚 、 纽约 、 科罗拉多 、 康涅狄

格 、 特拉华 、 夏威夷 、 伊利诺伊 、

缅因、 马里兰、 密歇根、 明尼苏达、

内华达 、 新泽西 、 新墨西哥 、 俄勒

冈 、 弗吉尼亚州加入集体诉讼 。 这

16 州的总检察长同为民主党籍。

诉讼书指出 ， 特朗普总统此举

无视美国宪法基本分权原则 ， 也无

权在未经国会批准情况下 ， 将划拨

给禁毒 、 军事建设和执法行动的联

邦资金重新调整 ， 以用于修建隔离

墙 。 诉讼旨在保护美国居民 、 公共

安全 、 自然资源 、 经济利益免受其

伤害。

依据美国 《国家紧急状态法 》，

总统有权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 ， 援

用某些法定职权 、 调用部分联邦政

府资金 。 只是 ， 就何种情形足以构

成 “国家紧急状态”， 法律没有作明

确解释， 总统有较为宽泛的裁量权。

贝塞拉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

认为在美国南部边境发生紧急状况

缺乏客观依据，并与其言论矛盾。 特

朗普15日签署公告，宣布美国南部边

境出现“边境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

威胁到美国的 “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因

此构成“国家紧急状态”。 特朗普当天又

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修筑边境墙是“为长

远考虑”，“原本不需要这么做”。

美国媒体报道， 联邦政府机构数据

显示， 大多毒品在货物进出口岸截获，

而非由非法越境者携带； 美墨边界近十

年来非法越境频次呈下降态势。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涉及武装部队，

特朗普是否有权把部分 “军费” 转用于

修墙， 将是这场官司另一个焦点。 代理

国防部长沙纳汉说， 他将着手研究哪些

军队项目资金可以调用以及修筑边境墙

是否有必要动用军队。

按照特朗普颁布的政令， 政府准备

从国会拨给国防部的打击毒品专项资金

中调用 25 亿美元， 从军队建筑项目经

费中调用 36 亿美元， 以筹措特朗普想

要的筑墙经费 。 一旦如愿 ， 加上国会

13.75 亿拨款， 总额将超出特朗普向国

会索要的 57 亿美元。

18日上午， 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白

宫北侧拉斐特广场，其中不少人举着“叫

停假紧急状态”“我们与移民同在” 等标

语，他们还不时高喊口号，抨击特朗普政

府移民政策。 来自马里兰州的抗议者迪

克·纽曼表示，特朗普动用行政权力筹款

“造墙”不符合美国宪法规定，此举纯粹

是为了巩固保守派阵营的支持。

据组织者介绍， 类似的示威活动当

天还在纽约、 芝加哥、 洛杉矶等多地举

行， 吸引了数十万人参加。

特朗普的紧急状态令不仅受到州

政府和民间团体挑战， 在国会可能遭

遇民主党阻击。 民主党正酝酿推动众

议院通过一项决议 ， 终止紧急状态

令。 不过， 决议须通过共和党掌控的

参议院， 最后交由特朗普签署生效。

白宫移民政策顾问米勒有言在

先： 假如国会通过终止紧急状态令的

决议， 特朗普将第一次动用总统否决

权， 阻止决议生效。 美国国家紧急状

态依法可持续一年， 而后自动终结，

除非总统提前 90 天宣布延长有效期；

国会每半年一次审议， 决定是否通过

终结紧急状态的决议。 米勒表示， 特

朗普有意在下一个财政年度结束、 即

明年 9 月 30 日以前完成筑墙工程。

1缓解欧洲市场销售疲软窘境，

及应对英国可能“无协议脱欧”风险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拟2021年

关闭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城市斯温登的一

家工厂，裁撤员工3500人。这家工厂是本

田在英国乃至欧洲联盟境内唯一的汽车

制造厂。

分析人士解读， 本田关闭这家工厂

旨在应对英国可能无协议脱离欧盟构成

的风险， 同时缓解因在欧洲市场销售额

增长缓慢而面临的窘境。

代表北斯温登选区的英国下议院保

守党籍议员汤姆林森18日在社交媒体上

说， 他与本田公司商业部长和多名代表

会面，对方证实关厂计划。 汤姆林森说，

本田定于19日早晨发表声明， 发布这一

消息。他同时说明，这家工厂2021年以前

不会裁员。

本田自1989年开始在斯温登工厂制

造汽车发动机， 数条生产线1992年全面

投入运营。现阶段，这家工厂年产超过16

万辆汽车，相当于英国汽车年产量10%。

本田先前说，斯温登工厂定于4月停

产6天，以应对英国“脱欧”给汽车零部件

采购环节造成的影响。

媒体解读， 本田关闭斯温登工厂出

于多重考虑： 一是欧洲市场汽车销售额

增长缓慢，关厂可节省成本；二是利用日

本与欧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契机。

这一协定本月1日开始执行，规定2027年

欧盟从日本进口的汽车关税下调10%。

三是英国“脱欧”后前景不明，可能冲击

汽车制造等多个产业。

汤姆林森本人支持英国“脱欧”。 他

认为本田关厂无关“脱欧”。“这是全球市

场的反应， 所有欧洲市场的产量2021年

将在日本整合。 ”英国最大工会Unite汽

车部门代表德斯·奎因认为，过去20年间

英国汽车制造业繁荣发展， 可以称得上

是制造业“王冠上的珠宝”。只是，“脱欧”

及其不确定性使汽车制造业陷入低谷。

英国汽车制造商与经销商协会1月

31日发布数据显示， 英国汽车制造业投

资额2018年猛跌46%， 新车产量减少

9.1%。 这家协会认定，产业缩水部分缘

于 “脱欧 ”前景不明 ；如最终 “无协议脱

欧”，英国汽车业将遭受“永久性打击”。

多家日本企业对英国“脱欧”前景不

明表达担忧。本月早些时候，日本最大车

企丰田说，假如英国政府无法避免“无协

议脱欧”，丰田设在英国德比希尔郡的工

厂准备停产。 另一家车企日产公司以英

国“脱欧”蕴含多重潜在风险为由，宣布

取消在英国投产新一代“奇骏”运动型多

功能车(SUV)。日本电子产品巨头索尼公

司1月下旬宣布，把索尼欧洲总部从英国

迁至荷兰，以避免英国“脱欧”以后在关

税方面遭遇麻烦。 索尼的竞争对手松下

电器产业公司同样将欧洲总部从英国首

都伦敦迁至荷兰。

在金融领域，野村控股公司、大和证

券公司担心英国“无协议脱欧”冲击欧洲

业务，已在德国法兰克福开设办事处。

王逸君（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国际 公告

18 日 ， 在华盛

顿，抗议者举行示威

活动，反对特朗普的

“紧急状态令”。

新华社发

”拒入境遭驱逐后不甘心

新华社微特稿 5 名欧洲议会议员

17 日飞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 ， 被

拒入境后遭驱逐 。 他们分别来自西班

牙、 葡萄牙和荷兰， 获委内瑞拉议长、

上月自封 “临时总统” 的胡安·瓜伊多

邀请。

委内瑞拉政府证实已提前告知欧洲

议会这批议员不受欢迎， 原因是他们图

谋颠覆委方政府。

西班牙籍欧洲议员埃斯特万·冈萨

雷斯·庞斯 18 日说， 这一次， 他们受哥

伦比亚外交部长邀请， 准备前往边境小

镇库库塔， 随美国输送委内瑞拉反对派

的 “援助” 物资由陆路入境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政府拒绝让这批物资入

境， 否认国内出现人道主义危机， 指认

美国制造借口， 援助只是战争幌子。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敦促委内瑞拉

军方放弃支持马杜罗、 接受反对派联盟

的赦免安排， 要求委内瑞拉官兵放行美

方物资、不得对反对派示威者“动粗”，否

则将输得“一无所有”。 （田野）

专家视点

■高晓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