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籍捕捞船直航横沙国际渔港

53吨鲜活俄罗斯帝王蟹上市
本报讯 （记者 茅冠隽）昨天，随着一声

汽笛声， 满载 53吨活帝王蟹的俄罗斯籍捕
捞船 UZON 号靠泊上海横沙国际渔港口岸
开放码头 2号泊位。UZON号捕捞船所载的
帝王蟹捕自俄罗斯勘察加半岛冷海，经由堪
察加半岛海域捕捞区———扎鲁比诺港———

上海横沙国际渔港海运航线，直航至横沙国
际渔港。

装满帝王蟹的俄罗斯籍捕捞船直接开
至横沙国际渔港，这是第二次。去年 6月 12

日，51 吨鲜活蓝/棕俄罗斯帝王蟹 “乘坐”

TOR号运输船，从俄罗斯霍尔姆斯克港漂洋
过海抵沪，那次是上海首次以海运模式成功
进口鲜活远洋水产品。

记者了解到， 此次俄罗斯籍帝王蟹捕
捞船直航上海横沙国际渔港， 是由俄罗斯
捕捞企业作为供货方， 横沙国际渔港作为
口岸营运和供应链金融服务方， 途揆食品
（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腾揆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作为货物运输操作方， 各方通力配合
的结果。

UZON号上的这批帝王蟹在上海地区指
定食用活水生动物海运口岸（横沙国际渔港
口岸）履行进口快速通关查验后，随即进入
横沙国际渔港规模海水暂养池群保养，同步
供应于上海及国内消费市场。

松江有轨电车2号线首发
快捷舒适安全且沿途风光好

本报讯 （记者 李成东） 松江有轨电车 2

号线（仓华路站—中辰路站）昨天于松江大学
城开通试运营。早上 8 时，不少市民已提前来
到有轨电车松江大学城站。“听说有轨电车开
通，来尝下鲜。”不少住在附近的居民说，以后
又多了一种舒适的公交出行方式。

松江有轨电车是上海首个成网络的有轨电
车系统， 比公交车承载量更大； 有自己的轨行
区， 大部分路段有独立路权， 路口享有信号优
先。目前平均10分钟一班，3个月内有望达5分钟
一班。目前有轨电车2号线共开通20站，单程运
营时间预计46分钟。

赶时间上下班的白领
江冠民希望电车能准时。

来自广富林街道的徐永琴
说：“电车舒适宽敞， 更安
全。”“电车经过广富林，沿
途风景很好， 有坐观光车
的感觉。”乘客王行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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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邬林桦

新手机主板竟变废旧品
品牌运动鞋被换成假鞋

上海警方捣毁利用退换规则
“狸猫换太子”的诈骗团伙

专卖店新手机主板变成废旧品，运动品牌耐克
总部仓库竟出现百余双假鞋……近期，上海警方接
连破获两个利用实体专卖店和网购平台退货规则，

设局“狸猫换太子”的诈骗犯罪团伙。

50余部品牌手机主板被调包
今年10月22日， 南京东路上一家手机销售商报

案称，近期有部分顾客在店内购买品牌手机，一两天
后又以各种理由要求退货。 店员检测退回的手机时
发现部分手机主板被更换成废旧主板，经初步清点，

遭调包的手机50余部，造成商家经济损失30余万元。

黄浦警方接报后，立即开展侦查。侦查员发现
被调换主板的手机，外观均完好，很难看出拆解痕
迹， 由此分析犯罪嫌疑人具备手机专业维修知识。

通过监控视频， 侦查员锁定作案人员。12月6日，警
方多路出击抓获潘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查获涉案
手机2部、 涉案银行卡50张以及手机元器件120余
件、各类手机拆解工具40余件。

潘某到案后交代，其原本经营手机维修店，一次
购买手机时发现， 某品牌手机销售商在遇到顾客因
手机硬件故障返修时， 往往按照退换货规定为顾客
办理手续， 于是就和妻子陈某及店内小工陶某合谋
实施诈骗。他们从网上收购废旧手机主板，随后去商
店购买全新手机。在自己住处，他们将手机内新主板
拆下换成废旧主板， 再将换过主板的手机全额退给
销售商，并把换下的主板转卖牟利。为掩人耳目，潘
某通过 “中介” 陈某等人招募多名无业人员共同作
案。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利用网购退货规则以假换真
除线下实体店，还有人利用网购平台“七天无

理由退换”规则以假换真。今年 8月，杨浦警方接耐
克运动品牌中国有限公司报案： 今年 6月以来，公
司仓库陆续收到多笔运动鞋退单。 经鉴定发现，退
回的 100多双运动鞋均为假冒产品。

接报后，杨浦警方开展调查。侦查员发现，这些
退货来自数名买家，他们通过官方网店订购“网红”

篮球鞋。由于网购平台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不久，

公司仓库便陆续收到数箱退货快递。寄回的鞋款式
与公司所售一致，后经鉴定，均为高仿鞋。但此时，

网上结算系统已按退货流程，将货款退还。

经排摸，警方确认购买运动鞋并多次退货的分
别为江苏南京的潘某、汤某、蒋某等人，且各自开有
出售运动鞋的网店。 警方对涉案网店开展调查后发
现，网店出售的鞋正是几人先前从耐克公司骗到的。

侦查员还发现潘某等人经常前往南京市一商务楼取
货， 确认商务楼内一出租屋为囤假窝点。11 月 28

日，警方集中收网，在出租屋抓获潘某和汤某，缴获
涉案假运动鞋 80余双。此后，另两名犯罪嫌疑人蒋
某、赵某也投案自首。据交代，自今年 6月，潘某等 4

名犯罪嫌疑人共实施网络购物诈骗 11起， 涉及运
动鞋 200余双，案值 40余万元。

松江有轨电车2号线试运营。实习生 孟书扬 摄

昨天，满载活帝王蟹的俄罗斯捕捞船靠泊横沙国际渔港口岸码头。 本报见习记者 董天晔 摄

一轮轮经济转型中：从企业分流、离岗员工逐渐进入老龄，其中部分是孤寡老人

上海电气让500多“企业孤老”有家了
本报讯 （记者 徐蒙）“企业孤老”谁来管，

已成为新的社会难题。今年以来，上海电气集
团聚焦 500 多名过去从企业分流、 离岗的孤
寡老人，集中资源精准服务，与政府部门、社
会组织共同探索服务“企业孤老”的新办法和
新模式。

“企业孤老”并非新名词，上海经济一轮轮
转型中，从企业分流、离岗的员工，逐渐进入老
龄阶段。其中部分下岗工人因种种原因成为无
人赡养的孤寡老人， 没有正常的养老金来源，

生活特别困难。 但随着上海老龄化程度加深，

这一群体数量还在不断增长。

“大电气孤老”企业情结重
上海电气的人力资源公司是在国资国企

改革中，专门为分流、安置离岗职工组建的功

能性公司。目前上海电气托养托管的十多万老
职工中，“企业孤老”有500多名，占总数 0.4%。

“企业孤老”虽然占比不高，但大多数是老弱病
残人员，就业能力差，家庭条件困难。

“上海电气‘孤老们’本身也有些特殊。”上
海电气的人力资源公司负责人介绍，上海电气
是从计划经济年代一路走来的老牌国企，历史
上分流离岗的员工较多。“大电气孤老”的共同
特点是企业情结特别重，老一辈职工从来都把
企业当娘家，哪怕离了岗，有事还是习惯找单
位。因此上海电气的孤老找监护人，所属单位
往往是第一选择；平时有什么事，第一个想到
的不是找街道社区，而是跑去找原来的单位。

“作为老牌国企，我们的包袱比较重，不可
能无限量负担养老问题。但这些老同志为企业
贡献了青春， 又为经济转型发展做出巨大牺

牲，当他们对单位提出需求时，我们不能坐视
不管。”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统筹“企业孤老”日常服务
“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是上海电气面对现

实困难，在为老服务中坚持的原则。上海电气
人力资源公司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为“企业
孤老”购买总工会保险，重点聚焦助医、慰问、

购买生活用品、费用结算、善后事宜等服务内
容，并制定相应的服务标准和流程。

目前，上海电气人力资源公司明确由一位
副部长分管“二无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并配
备 4位联络员。公司还建立“企业孤老”服务对
象台账、基本信息档案库、来访信息滚动排查
机制。

公司根据孤老居住地， 设立 13个区域工

作站，就近开展日常生活关心、住院慰问等服
务工作；主动与社区对接、联动，企地联合为
“企业孤老”排忧解难，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防
范化解社会矛盾。

在尽全力服务“企业孤老”的过程中，上海
电气人力资源公司也在不断思考、总结。“未来
‘企业孤老’ 会越来越多， 问题也将越来越复
杂。”公司负责人表示，比如孤老们的身体每况
愈下， 企业没有足够的人力 24小时全天候看
护老人，老人很可能无法及时就医，单位也没
有接纳看管他们的地方。

上海电气人力资源公司建议，相关部门可
牵头设立“企业孤老基金”，将孤老过世后留下
的遗产执行专项管理，统筹解决其他“企业孤
老”日常服务管理问题，让有限的资源用于最
需要、最迫切、最合适的地方。

创新担当铸就环境执法新风采
■ 汪晖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打造过硬环保铁军”系列专题

市环境监察系统开展“执法大练兵”，锻造环境保护“利剑”

时光飞逝， 转眼新的一年已
扑面而来。一年来，上海环境执法
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认真履
职，勇于担当。他们坚持以打击环
境违法行为和提高执法效能为核

心，倡导执法和服务并重理念。他
们广泛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创
新机制，锤炼队伍，涌现出了一批
先进团队和个人， 日益锻造成一
把环保战线上的“利剑”。

创新
实现团队在环境执法中的“换挡提速”

面对全市 8 万多家污染源，4 万多
件环境信访投诉，只有 500多名执法人
员的环境执法队伍，要实现环境监管的
“全覆盖、全过程、全天候”，不免显得势
单力薄、力不从心。

面对难题，他们不埋怨、不退缩，努
力在创新上下功夫，力争用最少的执法
资源，达到最好的执法成效，实现环境
执法的“换挡提速”。

总队作为全市环境执法的 “领头
羊”，积极围绕中心工作，更新理念、创新
机制、查漏补缺、挖潜增效。他们针对执

法中存在的“短板”，强化对执法人员的
培训，开展双月“讲学评”和“一月一改”

活动。他们拓展执法模式，开展跨区交叉
执法，集中力量整治顽疾，特别是在空气
质量改善攻坚战中， 抽调全市环境执法
力量， 对污染反弹的区域开展全覆盖的
排查。 按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部
署，与江苏、浙江、安徽的执法人员，在上
海启动“互督互学”，构建相互沟通、学习
和交流的联动机制。 他们运用信息化手
段，推进“互联网+环境执法”深度融合，

构造了全市统一的执法平台， 进一步规
范了执法程序，提升了现场执法效能。

各区环境监察支队更是守土有责，

勇于担当， 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和困
难，积极应对，圆满完成了各项执法任
务，成为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宝山区
环境监察支队启动实施了“固定日集中

送达和约谈”新机制。每周四集中相关
当事人，统一送达处罚决定书、约谈企
业负责人，开展警示教育，做到处罚与
教育相结合。崇明区环境监察支队围绕
“生态岛”建设，持续加大对饮用水源保
护区、危险废物、废气污染防治等领域
的执法检查，重拳出击，强化生态环境
保护。浦东新区前移执法关口，下沉执
法事权，推动了环境执法的“全覆盖”，

缓解了执法任务重、要求高、人员少的
困境。奉贤区环境监察支队开展可丈量
执法，制定了 6个方案、1份执法指南、1

个流程图、1个内部监督办法，切实提高
内部监督整改力度。

奉献
践行个人在环境执法中的“使命担当”

环境执法工作“繁琐而辛苦”，是许
多人眼中的“苦差事”。但却有许多一线
执法人，不畏严寒酷暑，整天与“臭气污
水”打交道，用自己的汗水，建设上海
“碧水蓝天”的良好生态环境。

吴凤英是总队环境执法战线上的一
名“老兵”。虽为女性，但“巾帼不让须
眉”。在一次检查中，她凭借扎实的专业
知识和丰富的执法经验， 在一家企业废
气冷凝处理设施下找到一根直接通往雨
水管的废水排放管道。面对“铁”的证据，

原先还一直“狡辩”的业主，不得不承认
直排清洗废水的行为。2017年， 阳峰转
业进入总队工作，他积极转变角色，不忘
军人优良传统，虚心求教，任劳任怨，在
较短的时间内，很快提升了业务水平，圆

满完成各项环保执法任务， 展现了新时
代环境执法领域里的“老兵新传”。

李栋是闵行区环境监察支队的技术
骨干。 他曾被选派往西藏环境监察总队
援助工作， 还参加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 所在督查小组
因工作成绩突出获环境保护部通报表
扬。 聂吉祥是静安区环境监察支队的一
级执法员。五年的一线执法，面对繁多的
信访投诉，他始终以群众满意为目标，解
决了许多长期困扰居民的问题， 受到群
众的表扬。在环境监察系统，像这样的同
志数不胜数。有严格执法，敢于“亮剑”的
普陀区环境监察支队的程克娟； 身先士
卒， 吃苦耐劳的虹口区环境监察支队的
鲍黎强；勤奋好学，乐于奉献的杨浦区环
境监察支队的应悦汉；敢于碰硬，热心服
务的松江区环境监察支队的杨耀杰；执
法为公, 保质保量的嘉定区环境监察支
队的何倩；心系群众，积极有为的金山区
环境监察支队的窦立等。

“砥砺前行、锐意创新、严格执法”，

在建设“美丽上海”的进程中，上海环境
执法人积极投身大练兵，苦练内功、提升
素质，为上海的“天更蓝、水更清”而不懈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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