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天连发3起涉危化品事故
上海应急管理部门发出紧急通知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上海市安委会办公室、

市应急局昨天发出紧急通知称， 今年 3月以来，上
海连续发生 3起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和违法分装
的事故，全市要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储存、运输，特别是使用环节的安全工作，切实防范
和化解安全风险。

3月 8日， 青浦区徐泾镇某小区内 1名居民在
违法实施分装过氧化二苯甲酰过程中，由于过氧化
二苯甲酰遇热膨胀扩散， 导致其吸入后昏迷。3月
12日，位于松江区新浜镇的上海同立电工材料有限
公司云母车间（使用丙酮）进行烘干操作时发生火
灾，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3月 19日，位于浦东新区
唐镇的星科包装（上海）有限公司 1 名员工在使用
醋酸乙酯调配胶粘剂过程中发生爆炸， 并引发火
灾，造成该员工全身大面积烧伤。

市安委办称， 上述问题暴露出涉事企业在危险
化学品使用过程中，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未严格遵守危险化学品储存、 使用相关安全技术标
准规范，员工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对危险化学品特
性、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安全防护设备设施不齐全
等问题。同时，安全管理存在盲区、短板、弱项，行政
执法力度、专业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紧急通知中，市安委办要求各单位把强化危
险化学品的安全管控放到极端重要的位置，严格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

近期，上海各地区、各系统要组织危险化学品
使用单位，对照《上海市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
施指南》， 全面实施并继续深化安全风险辨识、评
估、分级工作。各区要针对企业整体安全风险等级，

调整执法检查频次、重点内容，做到监管有力度、执
法有实效、安全有保障。各地区、各系统要督促使用
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每 3 年进行一次安全
评价，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将安全评价报告
及整改方案落实情况报所在区应急管理部门备案。

安装小马达、拒载、绕道多收费

两天内5辆出租车违规被查处
本报讯 （记者 李蕾 通讯员 周光余）出租汽

车安装计价器舞弊装置（俗称“小马达”）、拒载、绕
道多收费等违规行为， 不仅侵害乘客合法权益，更
损害本市出租汽车行业的文明服务形象。市交通委
执法总队近日结合前期信访投诉案件和排查数据，

集中梳理出一批经常出没在上海火车站和上海南
站地区的违规出租车。前昨两天，交通执法人员采
用便衣取证方式，分别在上海火车站和上海南站开
展精准执法，两天内查处 5辆违规出租车。

前天上午，便衣交通执法人员在上海火车站区
域发现 3辆目标车辆，随即以“普通乘客”身份分别
乘坐沪 FN8662、沪 FN8045、沪 GU9365出租车至浦
东机场。途中，三辆出租车司机采取舞弊行为，被车
上“乘客”看在眼里。在浦东机场，这 3辆车一抵达
就被现场查扣。经初步调查，沪 FN8045、沪 GU9365

出租车涉嫌安装计价器舞弊装置， 沪 FN8662出租
车涉嫌绕道多收费。

现场， 交通执法人员当场模拟了沪 FN8045驾
驶员的行为。 在车辆接电启动但静止的状态下，按
下操纵小马达的遥控器，计价器上显示的里程数就
不断往上增加。计价作弊，司机将面临被吊销从业
资格证的处罚，且取消资格之日起 5年内不得担任
出租汽车驾驶员。

昨天上午，交通执法人员采用同样方式在上海
南站地区查处 2辆涉嫌绕道多收费的出租车。市交
通委执法总队表示，本市交通执法部门一直致力于
打击出租汽车计价器舞弊、拒载、绕道多收费等行
业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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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正式投入市场的话，可缓解中心城区停车难

上海警方像破命案一样侦破入室盗窃
今年破案数飙升，为市民群众挽回一大批财产损失

今年以来，发生在本市的入室盗窃、入民
宅盗窃案件破案数同比分别上升 85.4%和
237.8%， 而这两类案件的接报数则分别下降
40.8%和 44.6%，呈现出破案、发案“一升一降”

的良好态势。昨天上午，上海市公安局通报了
全市打击防范入室盗窃犯罪总体情况，交出一
份令人欣喜的安全成绩单。

“入室盗窃是一种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
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令群众深恶痛绝，我们像
对待命案一样全力侦破这类案件。”市公安局
新闻发言人办公室朱亮警官介绍， 公安机关
采取命案侦破机制侦破盗窃案件， 实现快侦
快破，为市民群众挽回一大批财产损失。为强
化打防力度、维护群众财产安全，上海警方即
日起组织开展本市严打严防入室盗窃犯罪专
项行动。

严打团伙式入室盗窃犯罪行为
今年 1 月初，长宁区新泾、天山及新华等

地区先后发生凌晨入室盗窃案件，案值 80 余
万元。长宁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侦查，通过图
像监控和走访排摸， 厘清嫌疑人的作案线路
和行动规律， 发现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十分
相似， 均是通过翻窗溜门等形式盗取低层住

户财物，判断应是同一盗窃团伙所为。通过循
线追踪， 专案组最终锁定犯罪团伙窝点位于
浦东航头镇一民宅内。2月 15日上午，民警守
候伏击，将三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缴获作
案时所穿衣物鞋帽及被盗现金、饰品若干。

发生在本市的入室盗窃案件， 逐渐呈现
出团伙作案的特点。据介绍，针对这一特点，

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将牵头全市各级刑侦部门
以“打团伙、捣窝点、破串案”为目标，充分运
用打击刑事犯罪新机制，开展动态即时测控、

动态经营侦查，全力打击入室盗窃犯罪团伙。

据警方统计， 入民宅盗窃案件下降幅度最大
的五个区分别是长宁、虹口、青浦、金山、松
江， 其中长宁区入民宅盗窃案件下降 82.2%。

从入民宅盗窃案件与区域实有人口之比来
看，接报率最低的五个区分别是长宁、虹口、

金山、杨浦、青浦。

严打同时，上海警方不断加强追赃力度，

对每起案件中的涉案赃款赃物， 无论案值大
小，公安机关都将积极循线追查，努力做到全
力追赃， 及时返赃， 提高群众满意度和安全
感。对已侦破的入室盗窃案件，警方将会同街
道、居委、小区物业等部门开展案后反查，弥
补人防、物防、技防漏洞。警方还将不定期组
织全市打击夜间违法犯罪活动联合行动，强
化震慑力。

安防薄弱老小区易成侵害目标
从打击破案到源头遏制案发，上海对入室

盗窃犯罪的打防模式正在转变。据介绍，目前全
市 8000余个封闭式住宅小区中，已建成智能安
防社区的有 2800余个，这些小区基本实现入室
盗窃“零发案”。但本市还有 2850余个开放式住
宅区，容易成为入室盗窃的侵害目标。

去年 12 月下旬，杨浦平凉、大桥、江浦等
地多个老旧小区接连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件。

案发后，杨浦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尽管案发
现场未发现有效线索，但民警对相关被盗物品
进行了梳理， 并通过调阅现场监控和走访，最
终在平凉地区锁定嫌疑男子张某。今年 1月 29

日凌晨， 张某在居民家中行窃时被当场抓获。

张某到案后交代， 自去年 12月以来在平凉等
地区多个小区内实施过入室盗窃。他称，平时
观察到一些老旧小区居民家门锁简易，且居民
晚上休息时不上保险，所以专门在深夜凌晨使
用工具撬开门锁后入室行窃。目前，犯罪嫌疑
人张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已建成的智能安防小区，配备了智能门禁
系统和各种智能检测设备，结合人防措施，对外
来人员的严管严控，小偷很难下手。”上海警方
表示， 下阶段本市将继续推进智能安防小区建
设，希望能得到市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本报记者 邬林桦

警方梳理归纳作案规律
上海警方通过对入室盗窃案件的全面

梳理，归纳该类案件的作案规律，提示市民
群众有针对性地加强自身防范。

从侵害目标来看， 犯罪嫌疑人主要选择
老式居民住宅和农宅作案， 其中低层住宅较
易成为入室盗窃的侵害目标； 从侵入方式来
看，犯罪嫌疑人主要采取溜门、破坏门锁等方
式，选择从入户门进入行窃。居民在日常生活
中应经常检查入户门的完好情况， 及时更换
安全系数较高的锁具。从作案时间来看，犯罪
嫌疑人主要选择夜间作案， 其次是选择在白
天人们外出、工作时段作案。随着天气变暖，

趁居民夜间开窗睡觉之机， 采取翻窗入室盗
窃的案件可能增多。从被窃财物来看，犯罪嫌
疑人主要选择现金、消费卡、黄金饰品、名牌
包、手表、照相机及镜头等贵重物品，其次为
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

上海警方提醒， 一旦发现家中被盗，要
第一时间报警，注意保护好现场，等待警方
到达并实施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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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莘浜路近莘东路口的无人值守停车 “神
器”共有 10层。

停车神器
占地20平方米能停20辆车

近日，在闵行莘庄莘浜路近莘东
路口出现了一个无人值守停车 “神
器”。这个立体停车库占地20平方米，

约等于2个停车位的面积，共计10层，

可以停下20辆车。这个立体停车库采
用模块化组合机架，每个停车位相当
于一个摩天轮的“载人筐”，通过机械
装置上的链条循环来实现车位的上
下和左右移动。这一停车“神器”目前
还在试运行阶段， 正式投入市场的
话，可以很好地解决中心城区停车难
问题。

据车库所有方工作人员介绍，驾
驶员将车子开到停车库入口处，摄像
头识别记录车牌后自动开门，驾驶员
将车辆开到载车盘上后， 拉紧手刹，

熄火下车，从边门走出停车库。随后，

系统将随机把车子停入 1到 10层之
间的任意位置。取车时，驾驶员只需
要用微信“扫一扫”车库入口处的二
维码，输入车牌号码、支付停车费、点
击“取车”，系统将自动把车辆挪到底
层，并打开车库大门。驾驶员即可驾
驶车辆离场。

本报见习记者 赖鑫琳 摄影报道

立体停车库占地面积小，位于两幢居民楼中间。

立体停车库采用模块化组合机架，通过机械
装置上的链条循环实现车位上下和左右移动。

“22条”为上海口岸“提效降费”

（上接第 1版）先进设施设备应用、服务流程规
范和费用标准等公开透明可监督等方面的相
关配套改革举措。

在全面推行“提前申报”“提前换单”作业
方面，鼓励企业在确认舱单传输后、货物抵港
前向海关申报进口报关单， 上海海关在前期
已在浦东国际机场、 洋山保税港区试点上，

外高桥港也开始试行出口“提前申报”；全面
推行进口集装箱货物“提前换单”，建立进口
货物“提前申报”容错机制，对非由企业主观
故意引起且企业主动向海关书面报明并能
及时纠正的违规行为，从轻、减轻或免于处
罚。

在进一步简化单证办理手续方面，将精简
海关申报随附单证，全面推广《海关专用缴款
书》企业自主打印；自 2019年 2月 14日起，上
海口岸各船公司全面停止发放纸质设备交接
单，到年底基本实现提货单无纸化。

在进一步提升通关监管水平方面，将加快
跨境贸易管理大数据平台建设；大力推广“汇
总征税”“关税保证保险”， 稳步推进进口矿产
品“先放后检”监管模式。

在进一步规范和降低口岸费用方面，将落
实货物港务费降 15%、 保安费降 20%的政策，

推动港口企业进一步降低搬移费 10%；持续推
动代理作业环节降费； 加强价格监督检查，各
类经营服务主体公开其收费目录清单，清单外
一律不得收费。

在进一步提升口岸服务水平方面，将提升
中国（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功能，试点
推进重点行业“监管+供应链”信息服务；对跨
境贸易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纳入上海市
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实施联合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