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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人心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举行 尹弘出席

本报讯 4 月 15 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昨天上午，第一

届上海市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微影视作品征集展示活动

颁奖仪式举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尹弘出席仪式并参观总

体国家安全观主题展。他指出，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提高全民防范、抵御安全风

险的意识和本领，扎实做好上海维护国家安全各项工作，以优异

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尹弘指出，青少年正处在“拔节孕穗期”，要创新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方式，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实践，更好引导青年学子热爱

祖国、热爱民族。 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各类组织

要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责任和基本义务， 推动总体国家

安全观更加深入人心。 全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党的

统一领导，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准确把握前进道路上

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确保城市安全、

社会安定、人民安宁。

本次活动共收集到大学生参赛作品 174件，包括微电影、微动

漫、微公益广告、沙画等多种形式，最终 6部作品获优秀作品奖。

全电厨房“供能”商务楼宇转型
商家能源成本比用燃气降低 30%左右

本报讯 （记者李静）后厨不用火而用电，噪音降低也更干

净，明厨亮灶之下，食客们亲眼瞧着自己的饭菜火热出炉……近

日，这种“全电厨房”悄然出现在申城的大小餐厅。位于静安区南

京西路 580 号仲益大厦 1-3 层魔贸 580 的“餐饮梦工厂”，40 多

家餐饮店已全部用上这种新型厨房，它不仅安全高效，而且使得

商家能源成本比用燃气降低 30%左右。 这是目前上海中心城区

最大体量的全电厨房，为更多商务楼宇、医院、学校、办公楼宇的

餐饮热源保障提供参考。

全电厨房是电能替代传统的管道燃气作为厨房烹饪的主要

能源，用电磁炉、电子火焰代替燃气火焰，电烤箱蒸箱代替燃气

燃煤烤箱蒸箱。魔贸 580 商场办公室主任黄维峰介绍，商场自去

年 7 月份开始改造， 从原来的小商品市场改造为餐饮和办公的

商务楼宇，1-3 层引进的餐饮商户从去年 12 月商场重新开业之

初就装配全电厨房，“我们对餐饮企业提出明确要求， 如果厨房

不能用电就不进驻”。

商场二楼的幻幻锅物火锅店后厨就是一个全电厨房， 炒炉、

蒸炉等器具都用电工作。 电磁炉上，半锅约两升多的水用最高档

加热，不到两分钟就沸腾了。 企业运营总监蔡杰儒介绍，电炉升温

快，加热稳定度高，可保持恒温，适合店里的需求；此外，培训厨师

时，也让他们适应从“大火、中火、小火”到“1-5 档”的变化，更标

准、精确地控制火候。 他透露，“我们还省了一笔燃气入户费，也没

有管道生锈泄露等隐患，全电厨房下班关掉电源就行；这里也更

安全干净，容易清洁。 ”黄维峰介绍，全电厨房温度和噪音更低，环

境卫生状况大幅改善，由此带来的消防安全等级、建筑结构、用料

等要求降低，从而降低商户和商场物业的开支，“商户比用燃气节

省 30%的开支，大楼每年可节省约 100万元的能源支出”。

为商场改建提供供电方案的国网上海市区供电公司客户经

理陈卫介绍，很多不具备开通燃气条件的商务楼宇、学校、医院

等单位，可用全电厨房解决白领等群体的用餐难题，也能满足部

分楼宇商业转型升级的能源需求。

市百一店、世茂广场等被责令整改
执法部门针对垃圾分类不到位进行“飞行检查”

南京东路商圈的特点可以总结为 “三多

一大”，即商场多、商务楼宇多、餐饮企业多，

垃圾产生量大。 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昨天

对部分商场、酒店进行“飞行检查”。 总体来

说，一些单位存在分类收集容器设置不合理、

分类标识不规范、垃圾厢房管理薄弱、分类实

效不明显等问题。其中，市百一店、世茂广场、

世茂皇家艾美酒店均被责令整改。

经营着 130 多家餐厅的上海世贸广场，

每天数万人进出，高强度产生着垃圾。城管执

法人员来到地下垃圾房， 发现不少绿色、黑

色、咖啡色的垃圾桶，桶身没有张贴“干垃圾”

“湿垃圾” 等图形标识， 却有 “酒”“泥”“色”

“夯”等字样，同时部分垃圾袋堆放在地上。

而相距不远的皇家艾美酒店垃圾房， 问

题也很严重。 不仅没有设置分类垃圾桶， 中

午时分从后厨拖进来的垃圾桶里， 干垃圾、

湿垃圾、 可回收物通通混在一起， 显然后厨

并没有做到垃圾分类。 在一处写有 “可回收

垃圾站” 的角落， 摆放着红色、 绿色、 黑色

垃圾桶， 却都贴着 “可回收物” 标识， 桶盖

积了一层灰， 让人不免疑惑是否为应付检查

而摆摆样子。

市百一店的垃圾房位于背面小巷， 一排

垃圾桶颜色杂乱，桶身也没有干湿分类标识，

明显不符合标准垃圾桶的规范。对此，物业负

责人解释称， 市百一店现有 40 多家餐饮店，

餐厨垃圾的收运都由租户自行签署协议。 物

业方承认对租户管理不严， 正在扩建垃圾厢

房，7 月前准备全部整改好。

针对上述三家单位的情况， 城管部门当

场开具了谈话通知书和责令改正通知书，要

求其限期整改。 其中， 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

圾，限期一天之内整改完毕；未按规定设置分

类投放容器，限期三天内整改。城管部门届时

将上门复查整改情况，若拒不整改的，将开具

处罚通知书。

目前， 城管部门对垃圾分类的处罚均依

据 2014 年公布的《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

减量办法》。 如未按规定设置分类收集容器，

可处 50 至 500 元罚款；未按规定分类投放且

拒不改正的， 单位可处 100 至 1000 元罚款，

个人可处 50 至 200 元罚款。

自 3 月 1 日起， 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开展

“新时尚”生活垃圾分类大整治，共教育劝阻

相对人 5150 次、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2903 起、

行政处罚 178 起。下阶段，将重点对“单位、居

住区物业服务企业未按照要求设置收集容

器、 设施” 等六类违法行为加大执法检查力

度。同时，对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商业

楼宇、大型商场、公园、交通枢纽及 1.2 万余

个居住小区等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 对 230

多家生活垃圾收运单位、20 多家生活垃圾处

置单位，也将实行全过程执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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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营业执照申请人感受有温度的政府服务
浦东新区“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成立一年多来，已帮助数百家企业解决近600个急难问题

在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有一支由

11 人组成的“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这

是为营业执照而生的攻坚小分队。 成立

一年多来 ，他们服务数百家企业 ，用耐

心 、巧心 、真心解决近 600 个关于市场

准入的急难问题。 工作室带头人、党的

十九大代表徐敏坚守注册一线 25 年 。

如今，刚刚从注册窗口前台转到研究服

务的后台，她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更多

了： 为了实地跑企业更方便一些，50 多

岁的她特意跑去学开车；为了和年轻创

业者多沟通，她在手机里建起一个又一

个微信群，第一时间回复各种疑问……

只要和这支团队打过交道，小到个

人独资、创业企业，大到国企 、央企 ，都

会感叹浦东速度和温度的“不一般”。 工

作室墙上的一份感谢信这样写道 ：“感

谢你们务实的工作态度、不偏不倚的专

业坚持、高效的工作效率 ，让我们创业

者、经营者信心满满！ ”

专解疑难杂症，服务企
业当好贴心“店小二”

在互联网教育创业基地“蚂蚁创客

小镇”，孵化器中的创业者都认识徐敏。

原来，每隔一段时间 ，她都会带着工作

室成员来到创业园，围绕市场监管政策

等各种主题开展宣讲。 宣讲之余徐敏还

有一个习惯：建个微信群，在线上答疑，

逐渐形成工作室 24 小时服务机制。

事实上，经过这些年浦东持续在商

事登记制度上的改革突破，市场准入门

槛已大幅度降低，而企业注册要是碰上

问题，几乎都是些 “疑难杂症 ”，解决起

来难度可不小。

就在去年底，专注财税软件开发的

互联网创业公司———优读科技想要申

请注册一家新的子公司，当来到张江科

学城企业注册窗口时，却发现因为新名

称含有“报账”二字，无法通过审核。 这

下优读科技的办事人员急了： 公司开发

的产品就叫“微报账”，已经在行业中积

攒起一定知名度，如果子公司名称改动，

可能会影响到后期的市场开拓。

徐敏立马带上团队实地走访，然后

安排联络市局注册处和企业面对面沟

通， 很快达成共识：“行业名称不能用，

这个底线不能破。 但是，可以想办法找

一个合适的词来替代。 ”

于是 ，大家又群策群力 ，拿出了一

个符合公司需求的方案 ，新名称 “微宝

账”申请被当场核准。 优读科技副总经

理刘玉梅告诉记者，“这一字之改，不仅

没有影响我们起名字的初衷，而且让注

册得以顺利通过。 ”

贴近企业需求， 实现精准服务，这

样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徐敏创新服务

工作室”发生。

有开先河的闯劲，更能
沉下心推动改革复制推广

成立工作室之后，徐敏最常跑的地

方就是大大小小的“孵化器”。 她告诉记

者，这些平台上培育着的幼苗 ，很可能

在未来长成参天大树 ，“要呵护创业者

的梦想，为创新服务有时产生的价值不

可估量”。

上海衍禧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

成立于 2008 年的国家级医疗孵化器 ，

目前在孵企业 100 多家。 衍禧堂总经理

翟靖波和徐敏第一次相识在 2016 年 。

当时，一位创业者由于地址填写的是孵

化器的工位而注册受阻。 因为企业要去

新注册，只能按照产权备注信息以楼层

为单位申请登记。

几经辗转，翟靖波找到徐敏。 没有

推脱、没有回绝 ，徐敏和团队直接到现

场“问诊”。 在了解到创业者的实际需求

及孵化器现状之后， 她多方沟通协调，

提出了具体建议———产权人可以通过

对楼层整体进行物理分割的形式进行

注册，最终顺利拿到了营业执照。 这一

次尝试为浦东新区 “工位登记 ”制度开

创了先河。

一直到现在，翟靖波和孵化器内的

企业遇到什么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徐敏。 “去年开始，我们尝试办共享实验

室，徐老师会结合相关政策为我们出谋

划策。 ”翟靖波说。

闯出首创项目固然令人欣喜，徐敏

和她的团队还想更进一步：让改革突破

在面上形成复制推广。 结合“开办企业

问题目录清单”， 工作室还在积极参与

打造企业登记标准体系，从申请要件标

准化入手， 通过提取后台的审批要素，

为申请者在准备材料时提供更明确指

引，真正做到让企业“最多跑一次”。

在工作室经历成长，服
务企业不局限于小小窗口

去年，徐敏开始专心于工作室的研

究服务工作 。 尽管离开了注册窗口一

线，但她仍是大忙人一个，整天在奔忙。

按照她的话来说 ，“和这群优秀的年轻

人一起工作，我深深感到自己肩上的责

任比以前更重了”。

“新兵”张晓彤把徐敏当成是“我们

的家长”。 “我刚加入工作室时，徐老师

就告诉我要对自己的成长负责，不要只

专注固有的知识，随后就给了我两本很

厚的法律法规书籍，并告诉我随时可以

去找她 ， 还说工作室是一个很好的平

台，业务骨干都是来自各个科室的精兵

强将，可以跟他们学业务。 ”张晓彤说，

这对刚踏上工作岗位的新人来说是一

件非常暖心的事 ， 感觉自己有了坚实

“后盾”。

业务骨干之一的王鑫尽管与徐敏

共事只有一年多，但对这位“老法师”是

心服口服，对窗口注册工作的认识也有

了变化。

加入工作室以前，王鑫对登记窗口

的理解一直停留在“企业提出申请—窗

口受理 ”概念上 ，对企业的成长并没多

想。 大调研展开后，徐敏带领团队深入

企业，实地走访，了解企业生存现状，听

取各种需求建议。 这让王鑫对登记窗口

有了新的认识， 原来服务不能把自己局

限于小小的窗口之内，而是要转变思路，

树立“有限职能、无限服务”理念，走近企

业，充分尊重、了解企业心中意愿，帮助

有需求的企业，把具体工作做实做细。

王鑫说 ，“是她对这份工作的热情

执着让我原本浮躁的心安定下来。 既然

选择了这份工作 ，就要有责任感 ，要以

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对待工作，让每一

位申请人都感受到行政服务的温度。 ”

候鸟北归，爱到北京歇歇脚
城市生态环境改善让迁徙途经的鸟类逐渐增多

春日的颐和园，不少候鸟从南方归来至

此。 在西堤的一处水域边，两只凤头鸊鷉优

雅地漂浮在水面上，它们的脖颈修长，头顶

黑褐色的羽毛向后伸展，如凤头羽冠。 岸上

的观鸟人早已架起“长枪短炮”，跟着两只鸟

移来动去，抓拍着它们的一举一动。

除了凤头鸊鷉， 人们或还能见到天鹅、

白鹭、大雁，桃红柳绿的园内响彻着“候鸟奏

鸣曲”。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的信息，北

京已经进入了候鸟迁徙期， 仅今年 2 月，全

市共 9 个国家级和 34 个市级监测站就一共

监测到野生鸟类 26.5 万只。

有数据显示，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持续

改善和对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的加大，迁徙

至北京的鸟类数目逐渐增多。

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

2 月 13 日， 延庆野鸭湖野生鸟类监测

站观测到今年飞来的第一只大天鹅。 3 月 2

日，大兴南海子郊野公园的湖面上，迎来了

19 只疣鼻天鹅和 9 只小天鹅。3 月底至 4 月

初，气候转暖，飞经或停留在北京的候鸟就

更多了起来。

“北京位于东北平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

地带，是候鸟春秋两季的主要迁徙通道。”北

京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史洋介绍

道，北京地区的候鸟全市都有分布，其中猛

禽迁徙主要途经西部山区，如延庆、昌平、海

淀等区；水禽迁徙主要是途经潮白河、永定

河等水系； 雀形目鸟类一部分途经西部、北

部山区，一部分途经城区公园绿地。 有些鸟

类在南方越冬后， 春季迁徙到北方繁殖，北

京只是它们短暂停留的“驿站”。 休整后，它

们会继续往北， 最远会到达中国西北部、俄

罗斯南部、黑海。

繁荣的迁徙景象带动了观鸟热潮。在北

京的市郊、公园，能看到越来越多持单反照

相机、望远镜，在便携板凳上等上好几小时

的观鸟人。 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从春季的

迁徙候鸟，夏季的田鸡、苦恶鸟，到秋天的翠

鸟，冬天的喜鹊，观鸟人都一一捕捉它们的

身影，甚至自发统计园内鸟类的种数、数量、

习性、迁徙规律。 观鸟爱好的盛行启迪着人

们以更平等、温柔的姿态对待其它生灵。

“观鸟和生态旅游会积累更多的鸟类数

量和分布资料，有助于了解野生鸟类种群动

态，可以给保护部门提供基础资料。”史洋说

道，“另外观鸟还会吸引更多人关注鸟类和

它们的栖息环境， 树立正确的生态审美观，

建立科学的保护理念。”同时他指出，观鸟人

应当遵守文明观鸟的规则，不能一味满足好

奇心而做出伤害鸟类与自然环境的行为，如

观鸟时应远离鸟巢、营巢鸟群、雏鸟、求偶场

所和重要取食地；如需拍摄鸟类，应采取自

然光，不使用闪光灯，禁止使用食物或异常

录音等手段诱拍等。

高保护价值栖息地设立保育区

“快看，疣鼻天鹅！”“这种候鸟只在前年

观测到一只，没想到今年来了这么多！”今年

春天， 在大兴南海子麋鹿苑湿地出现的 19

只疣鼻天鹅让观鸟人惊喜不已。

据专家介绍，疣鼻天鹅的迁徙通道主要

在新疆、尼泊尔一带，此次部分转道北京可

能跟北京地区的气候与生态环境变化有关，

特别是面积扩大的湿地，为迁徙候鸟提供了

更适宜的飞行补给站。

候鸟最看重环境适宜度和食物资源的

丰富度。 北京这几年对生态涵养很重视，环

境大幅提升，百万亩造林工程让绿色越来越

多，候鸟正在纷纷回归。 去年 10 月，位于北

京延庆区的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观测到

的鸟类达到 343 种， 与 2015 年同期相比新

增 48 种。去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发现了

一种名为“栗斑腹鹀”的极罕见小鸟。

有专家呼吁， 在新一轮植树造林的同

时，还应注意保持树种多样化，种植乔木的

同时，还应该考虑候鸟栖息习性，因地制宜

地为动物多样性提供条件。

据史洋介绍，为了对鸟类进行更好的保

护，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计划研究一个

利用野生鸟类作为指标的野生动物栖息地

评价体系，通过监测各栖息地鸟类多样性来

反映栖息地的生态功能。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今年将启动覆盖北京城市建成区的野生动

物栖息地调查，建立城区动物栖息地保护名

录，未来会按照价值划分高、中、低 3 类保护

地，对于高保护价值栖息地，将设立保育区，

严格限制人类活动。

也许不久，北京的天空会飞过更多鸟类

的身影。 （本报北京 4 月 14 日专电）

团队小传
2018 年 1 月，浦东新区市场监管

局优化营商环境“20 条”发布，作为其
中优化政务服务、提升企业感受度举措
之一的“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正式揭
牌。“担纲领衔”的正是在注册一线工作
25 年的“老法师”、十九大代表徐敏。

徐敏带领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注
册许可分局的十名年轻骨干，以“努力
打造谋划制度创新‘前沿阵地’，浦东新
区创新创业投资者 ‘良师益友’” 为目
标，每天为服务企业而奔忙。 这支团队
紧密结合大调研，采取实地走访、问卷
调查等方式，面对面倾听企业心声。 工
作室成立一年多来， 已解决近 600 个
企业注册相关的“疑难杂症”，还撰写了
多份调研报告，为市场准入改革创新举
措提出前瞻性建议。徐敏 （右二） 在工作室里。 本报记者 唐玮婕摄

昨天，闵行区江川路小学的小朋友走进武警营区，在参观体

验中上了一堂生动的国家安全教育课。 图为武警战士教小学生擒

拿格斗动作。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陈乾根 鹿子舟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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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工作人员史洋供图）

途经北京的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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