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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副食品均价周报

商品名称

面粉（散装富强粉）

花生油(鲁花、500毫升）

鲜猪肉（精瘦肉）

鲜牛肉（牛腩）

鸡蛋（新鲜完整）

带鱼（中等）

鸡毛菜（新鲜一级）

冬瓜（新鲜一级）

刀豆（新鲜一级）

黄瓜（新鲜一级）

杭白菜（新鲜一级）

橙子（国产、一级）

苹果（红富士、一级）

梨（鸭梨、一级）

价格

2.75

15.27

16.02

30.25

5.19

20.72

4.49

1.32

4.90

4.01

1.96

4.09

4.01

2.44

嘉定首条交通文明示范路启动创建

本报讯 1 月 24 日 8:30，安徽

人姜建刚带着妻子和孩子，登上了

发往芜湖的长途大巴。“元旦就买好

了回家的票，想着早点回家和亲人

团聚。”想到再过几个小时就能回

家，他难掩心中的激动。这辆临时

配置的加班车将带着 40多位安徽

老乡驶上幸福回家路。

历时 40天的春运已经拉开序

幕，根据客流情况预测，今年春运省

际道路旅客发送人次与 2012年相

比将增加5%，嘉定长途客运中心春

运期间客流将达 15万人次。长途

客运中心已做好准备，让旅客不仅

“走得了”，更让旅客“走得及时、快

捷、安全、舒适”。

辐射安徽、河南、江苏、江西、山

东 5个省 40多个县市，嘉定长途客

运中心今年始发35条、配载56条线

路共 678班客车，主要加班方向有

江苏省宿迁、徐州、盐城，安徽省定

远、芜湖、宣城，河南驻马店等地区。

负责长途客运中心现场指挥的副

总经理逄煜民告诉记者：“这些线路是

根据实际情况配置的，旅客集中的目

的地就多配车多发班次。”为了防止没

买到火车票、临时换乘客车回家过年

的旅客在买票时遇到“没有车”的情

况，长途客运中心今年特地预留了 13
辆大巴，随时准备“上前线”，确保滞留

旅客能及时疏送。

“以前在南门老客运站，由于硬件

所限，每到春运，准备购票乘车的旅客

便拎着大包小包，在客运站大厅的售

票窗口前排起‘长龙’，旅客想知道乘

车线路和时间，通常要靠客运人员手

拿一本线路时间表在‘大喇叭’里使劲

地喊，场面混乱。”长途客运中心的老

职工王静说，“现在大幅提前预售时

间，能主动分散客流。”

据了解，今年从 1月 1日开始，旅

客就能买到预售票，比往年提前了 1

个月。长途客运中心还增设了售票

窗口，扩大售票点，从平日4窗口加

至 6窗口售票，售票从 6:00开始到

18:00，保障每一位旅客即到即买。

客运部门还与嘉定各企业合作，只

需登记人员信息和目的地，外来务

工人员就能乘坐包车回家。

长途客运中心搬到新址，担心

不明情况的旅客走错，交通部门特

意调用车辆，在南门老客运站与胜

辛路新客运中心之间实现短途接

驳，从 6:30 到 17:15，每天 15 个班

次。为确保安全，每辆参与春运疏

客的车辆除常规验车外，均被要求

提供GPS视频监控证明，站务管理

人员对远途流量较多的班次通道，

设立多人检票服务。此外，春运期

间如遇恶劣天气，候车大厅内空调

24 小时启用不中断，提供饮用热

水，站内杂货店提供方便食品。

记者 潘庆云

长途客运：让旅客走得了、走得好

遗失声明

施宏其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设 备 作 业 人 员 证 ，证 书 号 ：

310114197904111239，声明作废。

本报讯 近日，记者获悉，2012
年嘉定公众安全感指数为85.76，排名

位居全市前列。公众安全感，是市民

对社会治安环境和自身安全的感受，

包括了工作、居住、出行、娱乐、社交等

各方面。去年，嘉定通过社会治安防

控体系建设，开辟打击犯罪新领域、新

案源，加大“两类车”（残疾人机动轮椅

车、电动三轮车）整治力度等，为市民

生活配上了“安全锁”。

快：6张防控网保障市民安全

“有人在西大街摆摊骗人，很多人

在围观！”去年7月的一天，区公安分

局嘉城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接到一起群

众举报电话，指挥室即指令巡逻民警

出警对该名男子的违法行为进行查

处，并维持现场秩序。与此同时，城管

队员也接到指挥室电令，赶到现场对

其随地摆摊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从接

到报警到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仅数分

钟。

“警情处置迅速，得益于嘉定在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撒出的 6 张

‘网’。”组成这6张“网”的，是大街小

巷数不尽的监控探头、设置在各派出

所内的综合指挥室、小区内的智能门

禁系统等。去年全年，嘉定报警类

“110”同比下降 3.6%，破获各类刑事

案件三千余起。

准：揭开迷惑市民的花招

“我的钱被骗了，怎么办？”随着市

民王先生的一份举报材料被送到嘉定

公安经侦支队，一个通过冒用境外黄

金交易公司名义、租用或购买交易软

件和境外服务器、搭建相关交易平台

等方法，非法从事“黄金现货保证金”

交易业务，涉案金额1800余万元的案

件浮出水面。去年 6 月，嘉定警方将

这群不法分子一举抓获。

不法分子的手段不断出“新”，市

民容易被迷惑，对于警方来说，挑战则

是如何剥开“华丽”的外表，对不法行

为精确打击。这在经济犯罪方面体现

尤为得明显。以此案为例，就要求侦

查人员了解黄金交易、国际交易规则、

我国有关黄金交易的规定等。

狠：联动方式确保市民乐行

残疾车成了拉客“黑车”、搭乘改

装三轮车“有了速度没了安全”……在

嘉定的部分区域，“两类车”往往钻空

子私拉乘客，对交通安全造成影响。

过去，教育和查扣设备的方式对不法

分子效果有限，不法分子往往事后又

重操旧业。为此，去年嘉定警方采用

“所队联动”的新方法，加大整治力度，

即派出所与交警队员共同执法，查扣

设备的同时，还对车主进行行政处

罚。去年全年，嘉定共查扣“两类车”

及相关车辆 15668 辆，行政拘留 465

人。随着违法成本的增加，“两类车”

的乱象在嘉定得到有效遏制。

嘉定还加强了“两类车”前端管

理。去年10月，警方在“两类车”整治

过程中，循线追踪，发现在一处高速公

路桥洞下暗藏非法改装三轮车的窝

点，随后联合工商部门取缔了该窝点。

记者 管文飞

春节将至，嘉定部分镇、街道忙着给市民写春联、送春联。1月22日，在马

陆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书法家们创作了300多幅春联，部分免费送给居民。图

为在菊园新区文化广场上，“文化小屋”的志愿者也向社区居民免费派发春联。

通讯员 朱顺 戴震 记者 李华成/摄

医生排查婴儿襁褓银针
本报讯 一枚类似缝纫针的金属

异物出现在一月大的婴儿肺部片子

上，放射科医生在读片时排除了体内

异物后，展开了一番“彻底搜查”，最终

将婴儿衣服内的“隐匿物”去除。

1月23日下午，区中心医院放射

科首轮读片医师费清在读到一张小儿

片子时，突然有了疑问：片子上，孩子

的心影右上方有一枚清晰似缝纫机针

的金属异物影，而临床病史只描写了

孩子的咳嗽等症状。于是，遂向上级

核片医师林瑞忠询问。一个月大的孩

子，片子上出现了如此危险的异物影，

引起了两位医生的担忧。“一定要找到

它”，两位医生当机立断。

两位医生与当班技师联系，叫来

了患儿家属，有人提议是不是要重新

去除衣物为孩子或者是衣服摄片，来

确定异物的位置。林瑞忠考虑到患者

年幼且咳嗽的情况，不忍心让孩子再

接受多余的照射或是褪去衣物让孩子

着凉而加重病情，于是就根据片子上

缝纫针的位置在孩子身上一遍遍地

找，正面，反面，皮肤上也没有破口，

“怎么办？”，大家的心揪紧了！林瑞忠

灵机一动：会不会这枚针藏在孩子厚

厚的衣物里呢？为了保护孩子，尽量

减少针扎的可能，他一只手垫在衣服

下面，一只手在孩子身上排查。果真

不出所料，他在孩子的后背摸到了那

根针，他护在孩子背后的手也被针扎

了一下。“原来是一枚3厘米的针”，随

着针的取出，大家都放下了心。

通讯员 徐菲

近千件“把玩”艺术品展出
红十字运动中心揭牌

本报讯 1月 24日，嘉定区红十

字会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

2013年嘉定区红十字会将深化红十

字服务站建设，在部分镇、街道设立红

十字服务中心。会上，区红十字运动

研究中心嘉定研究基地揭牌。

记者 李华成

浓雾轻扰嘉定交通
本报讯 1月25日上午，一场浓雾

让不少嘉定市民直呼如入“仙境”。根

据嘉定气象台发出的大雾黄色预警信

息，这场浓雾能见度小于500米，空气

质量指数(AQI)达 258，属于重度污

染。交警部门在多个车流量较大的路

口加强警力，排除拥堵。记者 管文飞

金沙书画院送春联
本报讯 1月28日，上海金沙书画

院的众多书画好手到嘉定工业区天华

社区，与社区里的书画爱好者切磋交

流。据悉，金沙书画院成员多为区内

爱好书画的退休干部。这是书画院首

次下乡送春联，今后他们每年都将为

居民送新春祝福。 通讯员 徐张千

博乐路将越变越美丽
本报讯 1月 23日，嘉定首条

交通文明示范路——博乐路启动创

建。在启动仪式上，嘉定镇街道与

公安嘉定分局交警支队签署了“创

城”合作共建协议书。这标志今后

双方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打

造文明有序的交通环境，为嘉定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贡献一份力量。

下阶段，交警部门将在博乐叶

城、博乐塔城等岗口配备交通执勤

民警、交通协管员、志愿者等，坚决

处罚闯红灯和非法营运等违法行

为。同时，2月中旬前，在博乐路沿

线加装遮阳棚和隔离栏，在主要道

口、沿线加装电子警察监控。

记者 冉涛 通讯员 陆宏斌

本报讯 近日，“把玩艺术展”在

江桥镇梧桐美术馆(江桥镇金园 4路

258号）开幕，展出了一批由韩天衡、

李洪元等知名艺术家、手工艺创作家

制作的近千件各式把玩艺术品。

此次展览分为古玩展示区、当代

大师作品区、传统手工艺展示区、日常

工艺品展示区4个部分。工作人员介

绍，本次展览的把玩作品，虽然本身体

积较小，但是种类繁多、时间跨度长，

能够较全面地展现中华艺术的魅力。

据悉，“把玩艺术展”将持续到3月，市

民可免费参观。图为韩天衡创作的的芙

蓉印章。 通讯员 周艺 李宁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