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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君娜）

12个专属频道覆盖小学、

初中、高中所有年级，3大
平台同步上线， 直播总时
长超过 1 万小时……昨
天，上海空中课堂的交流
研讨会公布相关数据 。

当天， 市教委与上海广
播电视台、 上海文化广
播影视集团签署合作协
议，共同打造全国领先的
全媒体在线教育品牌 “上
海空中课堂”。

根据协议，自 2020年
9月起， 小学一年级至高
中三年级的秋季课程将延
续现有形式， 在上海空中
课堂 12套频道播出。市教
委将继续按照“同一学段、

同一课表、同一授课老师”

的原则负责课程内容设
计、编写和录制，并将持续
扩大优质师资配给， 从教
学资源、实施载体、过程性
测评、学习品质诊断、研究
性学习支持以及个性化空
间支撑等方面寻求突破，

积极探索线上、 线下混合
式教学实施的关键环节，

实现因材施教。

同时，还将新设两类公共新课程，一类
面向中小学生专题教育，另一类面向成年人
终身教育（包括且不限于老年大学等课程内
容）。市教委提供部分播出内容，上海广播电
视台及东方明珠根据自身资源优势创制、编
排部分内容。通过对教育数据进行有效采集
和价值挖掘，创新特色教育模式，真正实现
数据赋能教育，达到因材施教、分类施策的
教学目标。此外，东方明珠覆盖全国的优质
传输网络，还将扩大上海空中课堂向其他地
区辐射，打响上海教育的全国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空中课堂还将从 7

月 15 日至 8 月 12 日推出暑期夏令营免费
公益活动，通过 STEAM（艺术人文+人工智
能）线上课程的方式，让学生在专业老师的
带领下体验“一带一路”沿途风光和独特音
乐艺术，同时科普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活动
包含电视课程收看、在线互动指导、优秀作
品评选展映及闭幕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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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沁 龚洁芸

暑期是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的
高发期。 据上海疾控 7月防病提示，

上海学生伤害监测系统数据显示，本
市儿童、青少年受伤害的主要原因有
跌倒和坠落、道路交通事故及烧烫伤
等。此外，夏季还容易发生溺水事件。

记者为此采访徐汇区教育局安全事
务管理中心主任谈军、浦东新区唐镇
小学特级校长娄华英，为家长送上中
小学生暑期安全八大提醒。

出门重视个人防护
乘坐公共交通、电梯时要佩戴口

罩，不去人员密集场所，外出回家先
洗手。居家时要多开窗通风。不去疫
区旅行。

不去尚未开发景点
不去尚未开发、 开放的景点旅

游，选择正规、信誉好的旅行社旅游，

并签订旅游合同、 购买相关保险。学
习并掌握车辆、轮船、飞机等交通工
具突发意外情况时的自我保护知识
和应急常识。入住酒店时，及时了解
消防逃生通道，索取酒店联系卡。

不去网吧电子游艺厅
网络世界对青少年具有强烈诱

惑力， 长时间沉溺会导致人际交往、

社会适应能力下降。不去网吧、酒吧、

电子游艺厅等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
场所。控制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
品使用时间， 不沉迷网络或电子游
戏。不玩渲染暴力、色情等不健康网
络游戏， 不制造与传播虚假信息。注
意信息安全，不将本人、家人及他人
的姓名、肖像等信息在网上发送。

多与家人朋友沟通
多与父母、家人、朋友沟通、交流，多与正直开朗、积

极乐观的朋友交往，多理解宽容他人，多自我激励、多微
笑。遇到问题尽力自己解决，同时学会咨询求助。遇到挫
折不气馁，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学会感恩，管理情绪，

开心过好每一天。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如果独自在家，陌生人来敲门，可以隔着门告诉他，

爸爸妈妈正忙着。不论他有任何理由，也不要开门。不接
受陌生人给的任何东西，特别是食物。无论如何，不要坐
陌生人的车，哪怕他说是爸爸妈妈的朋友，或是爸爸妈妈
让他来接你的。如果陌生人对你说：带你去一个很好玩的
地方，或和你玩一种很有趣的游戏，不要相信，千万不要
跟他走。出门必须和家长打招呼，并按时回家。不可未告
知家长私自外出、外宿和远游，以防被绑架、拐骗或走失。

居家安全注意防火
要注意消除水、火、气、电等存在的隐患，做到不玩火，

注意防火，若遇到火警，要及时拨打119报警。不玩电，不私
自拆装电器。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不往窗外抛物。

行走骑车不看手机
外出要遵守交通规则，严禁在公路上追逐打闹和进

行各类游戏活动。行走或骑车时不看手机，不在马路边或
车辆盲区玩耍打闹。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不使用成人
手机开启并骑行共享单车。不到池塘、河湾、水库边玩耍，

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在河道边洗东西、钓鱼
虾等，不在游泳池里嬉戏打闹。若发生事故，要大声呼救，

不要擅自施救。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
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

营养均衡按时起居
注意饮食卫生，不暴饮暴食，均衡营养，不吃腐烂变

质的食物，不买“三无”食品，每个同学在假期中要做到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生活要有规律，按时起居，预防
疾病侵染，提高身体素质。

“蓝牙道钉”能治共享单车乱停放吗
奉贤一座地铁站、一家菜场、一条公路周边区域成首批试验场景

■本报记者 杜晨薇

背靠阿里巴巴的共享单车哈啰出行，近
日联合奉贤区首次在上海试点通过 “蓝牙道
钉”技术，解决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在非机动
车停车位上，通过设置一定数量的蓝牙道钉，

高精度识别共享单车有没有准确停放在车位
上。如果没有，用户将无法上锁，直至车辆停
入规定区域。奉贤区一座地铁站、一家菜场、

一条公路周边区域，是全市首批试验场景。

技术赋能规范单车停放
2018年 ofo“小黄车”陷入押金风波后，

共享单车行业也在全民退押金的喊话中，渐
渐失去关注度。90多个共享单车品牌相继消
失， 如今市面上可见的单车种类屈指可数。

而据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上
海市面上的共享单车数量仍稳定在 50万辆
以上。

不久前，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
调研发现，上海每天有近 20%的共享单车骑

行发生在地铁站一公里辐射范围内。哈啰单
车上海公关负责人李煜说，目前仅该品牌单
车在上海注册用户达 1200万人， 日订单达
百余万个。

不少人认为，随着单车数量回落，出现供
给不足。 如今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单车分
布不均匀，供给不平衡；其次才是无序停放，

影响城市环境。显然，想要在保障好绿色出行
方式的同时兼顾城市流动秩序， 光靠强制削
减共享单车数量的“一刀切”方法行不通。

如今在奉贤区南桥镇阳光菜场大门口，

三排安装了道钉的“哈啰单车停车区”，打破
了过去非机动车乱停放的局面。哈啰出行政
府事务经理廉毅介绍， 基于新技术手段，每
次有车辆停放，哈啰单车的指挥平台会对蓝
牙道钉和单车发出的信号进行实时比对。蓝
牙道钉在定位精准度上可达到亚米 （小于 1

米）级别，可对用户行为进行精准约束。据介
绍， 该技术此前在哈尔滨试点一个月后，全
市在“哈啰单车停车区”内还车率达 98.2%，

引导用户规范文明用车成效显著。

对新生事物要有前瞻能力
奉贤区南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南桥虽

地处远郊区，但共享单车在地铁站、商场、菜市
场以及开放式小区周边的堆放现象非常普遍，

市民投诉多。政企达成合作共识后，我们提供
试验场景，给企业的新技术做试点。试点成功
后，可以在更大范围推广。遇到的行政审批等
问题，可由政府出面加速解决，最终提升区域
的社会治理效能。”

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薛小
荣看来，这项创新治理反映了当下的典型社会
问题。“新商业模式、 新型公共产品层出不穷，

但城市治理效能很难跟上科技进步的步伐。管
理部门要从治理共享单车开始，不断培养面临
新生事物时的前瞻能力。一是早发现、早介入
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能等社会问题甚嚣尘上才
施以管理，要主动引导社会各方围绕公共秩序
展开合作探索。 二是面对新事物时的预判能
力。 准确掌握各相关利益群体的诉求和想法，

不断修正、创新治理方式。”

在甘肃兰州，围绕共享单车的治理，政府、

市场等各方已开始建立起协调、合作、共享的
新机制。作为负责共享单车停放管理的主要职
能部门，兰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将共享单车
停放管理当做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党组会议、主
任办公会议主要议程。同时，探索环卫工人参
与共享单车停放管理的新机制，发挥环卫工人
覆盖面广、管区固定、值守时长的优势，发动环
卫工人在做好道路清扫保洁工作的同时，摆放
规整负责区域内乱停放的共享单车，并对车体
不洁进行擦拭，有效弥补企业管理的不足。

“政企围绕社会治理的合作还可以体现在
更多方面。”薛小荣说，大数据时代，一些数据、

基础设施也有必要在具体社会问题的治理中，

打通共享渠道。例如共享单车公司面向用户的
一些位置数据，可以与政府部门共享，双方合
力监管用户使用行为，既集中资源维护公共秩
序，也有效避免公共资源的商业化滥用。此外，

共享单车公司开发的“定点停车”新技术，也可
通过政府部门制定统一安装标准，实现行业内
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

旧衣物分成15类，价值大不同
市区首条可回收物精细化分拣流水线投运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垃圾是放错了
位置的资源，分类越细越有价值。但长期以
来，受限于收运量难成规模、分拣场地紧张、

收运及分拣成本高等问题，一些低价值可回
收物的收运处置成本倒挂，陷入没人收运更
没人分拣的尴尬。

近日，上海市区首条可回收物精细化分
拣流水线在杨浦区投运， 设计分拣能力为
180吨/日。可回收物经由这条半自动人工分
拣流水线，被细分成近 40个品类，分别压缩
打包后，直送有资质的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
业，变废为宝。

二道细分脱胎换骨
昨天 8时 30分， 记者跟随一辆满载的

中型集卡来到民星路上的 “爱分类爱回收”

可回收物分拣打包中心。

工作人员打开车后盖，将一袋袋打包好
的可回收物过秤记录，随后将可回收物倾倒
在料坑内。随着传送带慢慢转动，可回收物
被送至“二楼”。20多位分拣工站在传送带两
侧，把自己负责分拣的三到四种可回收物挑
出来，收纳到身旁“精分袋”内，或直接投掷
进附近下料口。料口底部的坑位内停放着移
动式收集筐，收集筐满后，由专人推至流水
线后侧的打包仓库。各种可回收物被压缩成
立方体，等待运往下游。

“这只是第一道粗分。”爱分类爱回收上海
末端运营主管李成华说。有些可回收物经第一
道粗分， 已经符合末端处置企业的收购条件，

有些则要进入第二道细分流水线才能“脱胎换
骨”。比如衣物，经过两条人工流水线，分拣为
夏装、冬装、牛仔、羽绒服、毛衣毛线、毛绒玩
具、丝棉被、拉链、床上用品等 15个小类。

“分类和不分类，价值大不一样。”李成
华表示，不分类的衣物叫“统货”，目前市场
收购价 1000多元/吨，细分后，上述 15 个小

类里最普通的品种，收购价也能翻倍；价值
较高的棉被内胆， 可以卖到 1万多元/吨。通
过分类，可回收物能达到末端循环利用的要
求。比如，拉链拆解下来的金属部件可提炼
铜；腈纶类织物可提炼化学原料铵盐。

形成规模薄利多销
分拣的人工成本，让许多可回收物中端

企业望而却步。目前上海具有精细分拣功能
的两网融合场站仍是少数，大多资本只介入
可回收物收运，且只收运对精分程度要求不
高但价值较高的可回收物，如金属、纸板等。

可回收物分拣打包中心为何敢这么细
分？

首先是回收量要形成规模，才能“薄利

多销”。 爱分类爱回收 CEO陈静晔透露，该
企业在上海铺设近 3000 台智能回收机，平
均每天收集可回收物 200多吨。

其次，精算物流。伴随可回收物收运量
不断增长，收运成本快速增长，成为最“烧
钱”的一部分。“每次收运时，能否让车少跑
一点路，多载一些货，这些细节决定成败。”

陈静晔表示，公司开发物流精算系统，借助
大数据精简物流和人力，比如优化收运车的
线路，出车一次尽量覆盖更多小区，尽量满
载而归，从而降低运维成本。

第三，有符合条件的中转、分拣场地。在
杨浦区支持下，爱分类爱回收的两网融合中
转场站基本覆盖该区大多数街镇，使该区域
内可回收物的短驳成本大大降低。

分拣工站在传送带两侧快速分拣衣物。     陈玺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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