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时进行时垃圾分类

广角04 责任编辑：刘静娴 59527617 18964619212

E-mail：53707882@qq.com
2019年3月19日

经过一年时间的学习，提升安全意识、规范驾车行为

嘉定公交公司紧抓一线驾驶员培训

本报讯 历时近两年时间的原创

中篇评弹《一代外交家——顾维钧》顺

利完成创作及首次试演，于3月12日

对外发布，预计最早将于今年 5 月与

广大观众见面。

作品选取 1932 年顾维钧先生作

为中国代表，陪同国际联盟李顿调查

团进入东北，调查日本非法成立扶持

满洲国事件片断，描写在斗争激烈、险

象环生的东北之行中，顾维钧先生在

各方人士和东北百姓的支持下，取得

了不小的收获。在随后的国际联盟全

体大会上，他慷慨陈词、有理有据地揭

露了日本企图分裂侵略中国的野心。

该剧在上海市文联指导下，由中

共嘉定区委宣传部、上海曲协、上海评

弹团、嘉定区文广局等多家单位通力

协作，邀请著名评弹作家徐檬丹担当

文学顾问，著名评话演员吴新伯与苏

州市曲协副主席胡磊蕾担任编剧，由

黄震良担任主讲人，高博文等上海评

弹团多位著名演员共同倾情演绎。在

作品创新方面，主创人员在选材和大

纲上进行了悉心的细化创作，并在最

后一段唱段上，尝试了超长的72句唱

词，以展现顾维钧先生浓厚的爱国情

怀。编剧吴新伯指出，顾维钧先生“民

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是他在无数次外交交锋中的精

神支柱，也是自己将其故事搬上书台

的作品基点和创作冲动。主创人员还

表示，将对作品再做打磨，争取将最好

的作品呈现给全国观众。

近年来，嘉定区推进建设上海文

化强区，打造创新活力之城，相继成功

获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

“中国曲艺名城”。在中国曲协的建议

指导下，嘉定深入挖掘本籍著名外交

官顾维钧生平，发挥曲艺作品以小见

大的艺术特性，展现顾维钧以最大努

力争取国家利益的民族气节，以此献

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会上，中共嘉定区委宣传部与上

海评弹团、上海市曲协签署战略框架

协议，以进一步推动嘉定名人事迹搬

上曲艺舞台。 记者 李华成

顾维钧故事搬上评书舞台

本报讯 3 月 12 日，位于天祝路

裕民南路路口的嘉定首家无人值守智

能停车场——天祝路 1 号停车场启

用，集聚智能进出、扫码缴费、空位提

示、泊位共享等功能（见上图）。

该停车场共有33个车位，安装智

能化车辆管理系统，车辆进出全部按

车牌比对通行。整个停车场全面覆盖

监控，一个出入口双向通行，收费系统

采取电子支付收费（微信、支付宝等）

方式，紧急情况下按紧急按钮由监控

室派人员进行人工收费。值得一提的

是，停车场采取共享停车位的方式，提

供临时停放、月共享停放和年共享停

放三种服务。天祝路 1 号停车场试运

行后，嘉定新城（马陆镇）预计有13家

无人值守智能停车场陆续投入运营。

今年，嘉定还将逐步建立覆盖全

区的停车信息管理与停车诱导系统。

在嘉定镇街道中心城区停车诱导系统

（一期）已投入运营的基础上，计划整

合嘉定新城（马陆镇）、南翔镇、菊园新

区停车信息，建设嘉定区停车诱导系

统（二期）工程。 记者 顾娴慧 文/摄

嘉定首家无人值守停车场启用

遗失声明
周 磊 ， 身 份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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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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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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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公益活动将在南翔举办
本报讯 新手妈妈如何跟孩子建

立良好的关系？日前，区妇保院联合南

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于3月23日

9:00在南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星城

分中心，举办育儿纯公益亲子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宝宝养育讲座、亲

子早教互动、婴儿被动操等，以更好帮

助家长了解孩子的生长发育，促进孩

子 身 心 健 康 成 长 。市 民 可 拨 打

021-51857902咨询并预约活动。活动

参与对象为 0-6 月婴幼儿及家长、

18-36月龄儿童及家长。通讯员 朱辉

本报讯 “把里面掺杂的木屑挑

拣一下，然后分类摆放整齐，再过一下

磅。”3月14日，在位于江桥镇的上海

荣威塑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

威公司”），垃圾分拣工正在对企业生

产垃圾进行处理前的最后分类。相关

负责人介绍，公司自 2008 年开始，就

将生产垃圾分类写入公司规章制度，

经过多年探索和不断完善，垃圾分类

意识逐渐深入人心。随着垃圾分类行

动在公司的深入开展，该公司生活垃

圾干湿分类已超过95%，生产垃圾分

类处置率已达100%。

“荣威公司”主要生产运动休闲产

品等，每天都会产生一些生产垃圾，如

果分拣不到位，就会被掺杂在其他垃

圾中一起倒掉，不仅会对后期终端处

理带来很大困难，而且其中可回收利

用的高分子材料也白白浪费了。“我们

对生产垃圾分类后，会将有用的材料

进行分类回收再利用，不仅能控制垃

圾总量，还能降低清运费用，何乐而不

为？”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作人员

正在对来自生产线上的生产垃圾进行

分拣，各种生产余料、边角料统一分类

被装入编织袋。事实上，这只是生产废

料和生产垃圾的第一次分类，当负责

垃圾收运的人员前来收集废料时，还

会对编织袋中的各种废料进行再分

拣。“这些有价废料将被统一送到余废

料仓库，进行集中终端分拣和再回收

利用。”收运人员介绍，比如可利用的

高分子薄膜材料，公司每月会产出百

余吨，经过层层分类回收后，90%以上

可以自行消化，回炉再利用，如果达不

到回炉标准，将出售给有资质的回收

企业，最终用来生产其他塑胶制品。

“荣威公司”副总经理徐建华告诉

记者，虽然各个生产线已经形成了生

产废料分类回收的习惯，但还是不够

彻底。为此，公司在每个生产线的废料

分类回收处还安装了监控摄像头，以

督促每个员工形成废料严格分类的好

习惯。“每个编织袋都有时间、车间、生

产线、班次等信息，可以通过回溯，倒

逼每个车间实现垃圾彻底分类。”徐建

华说。此外，每天车间晨会上，车间主

任会对前一天全车间废料、垃圾分类

情况进行通报，分类不彻底的生产线

将被要求限期整改。

除企业生产垃圾分类外，“荣威公

司”对生活垃圾的分类也走在前列。去

年，公司获得江桥镇垃圾分类五星企

业称号。公司现有职工千余人，日产生

活垃圾数量较大。为确保干湿垃圾分

类从源头抓起，公司在每个餐厅都设

立了干垃圾和湿垃圾堆放区，餐巾纸、

一次性筷子和剩饭剩菜等垃圾被分类

投放，随后再集中统一收集至干湿垃

圾存放区，每天早上4:30会有专人监

督环卫车将生活垃圾清运干净。“自从

公司实行垃圾分类后，垃圾桶附近臭

味没了，工作环境也变得更好了。”说

起垃圾分类工作在公司的深入推广，

员工王尔雅深有感触，在她看来，垃圾

分类已成为企业员工的工作生活习

惯，不仅大大提升了员工的环保意识，

还丰富了企业文化内涵。目前，公司日

产生活垃圾已由原来的 30 桶降低为

12 桶左右，生活垃圾减量化效果明

显。 记者 冉涛

“荣威公司”生产垃圾、生活垃圾分类两手抓，获评垃圾分类五星企业

垃圾分类让企业“看上去更美”

本报讯 “车子起步后，没有仔细

观察前方，两个人就没了，自己还要坐

牢，大家要以此为戒，严格遵守行车规

范。”3 月 14 日，公交 738 路驾驶员钱

某，因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

年。从媒体看到此消息之后，嘉定公交

公司部分车队及带教老师立即对驾驶

员进行了宣教，以示警戒。

随着道路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

公共交通出行已成为市民出行首选。

相应的，嘉定公交公司每年也需要新

招录 100 多名公交驾驶员，每位驾驶

员必须经过一年学习，所有指标合格

后才可上岗。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与一

般驾驶员招录不同，公交车载运的是

人，关系着无数市民的生命安全和家

庭幸福。因此，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公交

驾驶员，必须通过严格的政审。根据规

定，报考公交驾驶员必须有无犯罪记

录证明，五年内没有毒驾记录。由于公

交驾驶员与乘客接触的机会较多，嘉

定公交公司还会派专人到报考人所在

社区，进行家庭情况、为人处世习惯和

性格等方面的摸底，“公交驾驶员既要

有过硬的驾驶技术，又要有优秀习性，

这样才能让乘客有安全感。”公交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但是，严格的政审只是第一步，对

报考者来说，更困难的是如何完成从

一般驾驶员向公交驾驶员的角色转

换。记者从公交公司获悉，一般来说，

新招录的驾驶员中不乏有多年驾驶经

验者，有的甚至开过大巴和半挂车，即

便这样仍须经过培训，在一段时间的

带教学习后，才能上岗。在带教学习期

间，除强化交通规则的教育外，还要让

公交驾驶员谨记公交车的行车规范。

“开私家车或公司班车时，很多驾驶员

养成了不少陋习，例如随意变道、超车

等，如果将这些陋习带到公交驾驶上，

往往会给公交车的行驶带来安全隐

患，威胁到每一位乘车市民的安全。”

带教老师刘永春进一步介绍，比如在

路口遇到绿灯时，很多驾驶员是直接

加速通过的，而公交驾驶员必须减速

并将脚放在刹车踏板上。去年，有位跨

区公交驾驶员在行车中出现交通事

故，后经查看监控视频发现，该司机在

通过路口时脚未放置在刹车上，“刹车

延迟一秒钟，有可能就会造成一条生

命的流失。”公交公司培训人员表示，

如果类似行为被督查部门在视频抽查

或暗访中发现，驾驶员会受到相应经

济处罚甚至“回炉”再培训。

一般来说，带教学习需一个月时

间，之后进行第一次考试，路线一般为

清河路、塔城路、城中路等城区路段，

驾驶员须驾车经过五六个站点，有两

位监考人员对驾驶员的十几项驾车行

为规范指标打分，达到 80 分才及格。

及格后还将经历两个月带客带教期，

在经验丰富的公交驾驶员的带教下，

驾驶正常班次车辆搭载乘客，沿正常

路线行驶。“通过两个月后的第二次考

试，才成为一名真正的公交驾驶员。”

刘永春说。

骆云在成为公交驾驶员前，已有

十多年驾驶小轿车驾龄。对他而言，成

为公交驾驶员最大的改变是安全意识

上的转变。“过去，我开车有单手握方

向盘、刹车不平稳等不规范驾车行为，

经过一年左右的历练，已经彻底改掉

了这些坏习惯。”骆云如今已是公交嘉

定 12 路的驾驶员，他说：“行车不规

范，亲人两行泪。现在不管开公交车还

是私家车，安全意识都比以前强，因为

稍有疏忽就会给车上的乘客带来不适

和伤害。”

记者 冉涛

简讯

市甲状腺疾病研究
中心分中心落户安亭

本报讯 3 月 16 日，上海甲状腺

疾病研究（诊治）中心嘉定分中心落户

安亭医院。分中心将依托上海十院的

优质资源与品牌优势，提升医院、乃至

全区甲状腺外科的诊疗水平；并积极

融入“嘉昆太”一体化发展部署，服务

长三角。 通讯员 安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