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市居住证模拟打分系统上线
网友忙晒积分 不少年轻人达到1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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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随着居住证管理办法模拟打分系统

的上线，对于广大持居住证的外来人员而
言，打分、算分就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不需要打电话咨询，更不用到受理现场去
打听，只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
的选项，前后花不了1分钟，分值就一目了
然，不存在任何模糊地带。

“ 我到网上去测算过了，居然有180
分”；“ 要达到120分一点也不难，随便怎
么算都够了”⋯⋯昨天，记者在网上发现，
不少网友已经迫不及待将自己的积分晒

了出来，其中不乏高分获得者。
昨天下午，记者登录“ 上海21世纪人

才网”，在《 上海市居住证》积分模拟打分
计算器系统中，年龄、教育背景、专业技术
职称、缴保年限、加分指标等一应俱全。通
过简单测算，记者发现仅凭“ 年龄30岁”、

“ 大学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两项就能获
得120分，如果再加上“ 在本市工作及缴纳
职工社会保险年限”、“ 专业技术职称和
技能等级” 的选择项，就能突破160分大
关。如此看来，“ 120分”对于不少年轻的

外来人员确实并非难事。
“ 我真不知道，拿到160分这么高的积

分有什么用。”目前，在沪上一家外资企业
工作的陈辉告诉记者，32岁的他当前最迫
切的需求是买房子结婚，子女高考实在离
他太远了。

事实上，采访中记者也发现，类似陈
辉这样的高分获得者并不少见，但显然年
龄的优势让他们“ 无法”享受异地高考的
政策便利。于是不少网友也用“ 空欢喜”
来形容自己的“ 高分过关”。

本报讯 记者 陈轶珺 已是110岁高
龄的上海提篮桥监狱或将迎来新生。随着
提篮桥监狱日前被纳入城市更新和功能
置换后，这座百年监狱的未来引起无数老
上海人的关注。

不过上海监狱局昨天回复记者，目前
尚未接到提篮桥监狱搬迁的通知，搬还是
不搬，他们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
记者从内部人士处了解到，关于提篮桥的
搬迁问题，目前处于研究阶段，何时正式
启动立项，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早在2011年底，管维镛、许虎清、卑根
源、毛佳樑等市政协委员，就以多种形式
提出了关于提篮桥监狱功能转换的想法。
2012年年初市政协全会上，他们联名提
交了“ 关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现址使用
功能调整的建议”提案。提案建议受到广
泛关注，虹口区政协也多次组织相关座

谈会，邀请专家学者畅谈提篮桥未来的
蓝图。

去年，市规划部门就在答复中表示，
有必要对提篮桥监狱进行功能置换。根据
市政府批准的《 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保
护规划》，提篮桥监狱所在B—4地块内建
筑为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根据《 北外滩
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占地面积约60亩，
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已明确纳入城市
更新和功能置换，所在地块将置换为商
业、文化和商办综合用地。

今年，市规土局又明确表示，提篮桥
监狱功能置换对促进北外滩地区功能提
升意义重大，提篮桥监狱功能置换专题研
究亦正式启动，并提出将提篮桥监狱功能
置换为以旅游展示、文化创意为核心功
能，商业商务、社区服务为配套功能的综
合体。如监狱主题博物馆、法制教育基地、

创意设计、商办、社区图书馆等，具体形成
了若干比选方案。

而提篮桥监狱功能置换具体包括监
狱搬迁和后续利用两部分。市司法局已启
动上海监狱整体功能规划布局的研究，对
监狱建设标准、布局选址、监狱规模、押犯
结构、警戒等级、安全守卫及建设规划等
做进一步研究和明确。

关于监狱后续利用，已于2011年底启
动提篮桥监狱功能置换的专题研究，结合
北外滩的功能定位等，重点考虑与周边区
域的联动发展。提篮桥监狱拥有国家级重
要文物地位，且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教育
意义，因此需原汁原味地予以保留，发挥
文物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 一旦提篮桥监狱保护迁建正式立
项，我们一定会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上海监狱局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发生7起
未成年人溺亡事件

本报讯 记者 马鈜 7月1日，8岁男孩
乐义和两名未成年同伴在外高桥大同路2
号桥附近抓螃蟹，不幸溺水身亡。昨天，浦
东水上治安部门来到这名孩子曾经就读
的学校，向学生们传授自救技能。据悉，浦
东水上治安部门将每周三次与海事执法
大队联勤巡查辖区主要航道。

每年夏季，随着气温升高，到野外天
然河道内“ 野泳”的未成年人逐步增多。
其中，绝大部分是来沪人员的未成年子
弟。放假了，这些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不
少结伴来到河边嬉戏、“ 野泳”、捕捞水生
物，玩得不亦乐乎，与此同时，引发溺水危
险的隐患不可避免地大量存在。据市青保
办消息，本市今年以来共发生未成年人溺
水身亡事件7起。

昨天上午，水上治安派出所的民警们
来到了民办新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也是乐
义生前就读的学校。全体师生和学生家长
一起悉心聆听民警的专业授课，从野外河
道游泳存在哪些危险到万一不慎落水该
如何开展自救互救等，使学生们掌握了基
本的安全知识，也督促家长对未成年子女
加强看管和教育。

菲船员突发疾病
被允许临时入境

本报讯 记者 柏可林 一名在豪华邮
轮上工作的菲律宾船员突发严重疾病。上
海边检机关根据7月1日起实施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规定，及时
开通“ 绿色通道”，为其签发15天有效《 临
时入境许可》，使其能够顺利入院治疗。

7月9日，豪华邮轮“ 海洋水手”号抵
沪后，一名30多岁的菲律宾籍船员下船游
玩时，突然觉得身体不适；后被送入上海
浦南医院进行治疗，随后被告知需住院观
察。但是，“ 海洋水手”号当天下午即将离
沪。按照以往做法，这名船员需要到本地
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相关签证，并到边检
机关办理入境手续，通关手续较为繁琐。

如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
理法》 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 外国人因
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紧急原因需要临时入
境的，应当向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申请办
理临时入境手续，临时入境的期限不得超
过十五日”。为此，边检机关为其签发了15
天有效《 临时入境许可》。

货轮突发“ 大火”
消防车船齐灭火

本报讯 记者 梁峰 货轮停靠码头维
修，作业时发生燃油泄漏引发火灾。这是
前天下午在崇明县华润大东船厂举行的8
万吨级散装货轮灭火与应急救援实战演
习。此次演习由上海消防局水上支队、崇
明消防支队、上海华润大东船务工程有限
公司共同举行。

货轮因在停靠码头维修中，电车间工
程队在机舱燃油柜进行蒸汽管换新作业
时发生燃油泄漏，突发火情，火势迅速蔓延
至整个机舱，浓烟弥漫、多人被困。事故船
舶安全主管发现火灾后，立即报告现场指
挥部，请求企业内部专职消防队前往施救，
并同时调动各应急小组开展自救工作。

水上消防、崇明消防、金桥特勤接警
迅速赶到现场，两艘消防船、十七辆消防
车、200余名消防官兵内外结合，在各应急
力量的协同作战下，战斗圆满结束。

提篮桥监狱要搬迁？尚未接到通知

7 月 1 日 起 ，
《 上海市居住证管

理办法 》 正 式 施
行，“ 120分”成了
新政的聚焦点。对
于众多外来人口而
言，积分达标就意
味 着 能 在 子 女 教
育、医疗卫生等方
面 享 受 市 民 化 待
遇，而其中“ 异地
高考”无疑是最大
的“ 诱惑”。

随着上海居住
证管理办法模拟打
分系统的上线，外
来人员只需在家动
动手指就能给自己
打分了。然而，采访
中 记 者 发 现 ，120
分对于不少年轻人
来说并不难。

本报记者 顾卓敏

达到标准分值并不难

学历年龄仍是拦路虎
“ 我家女儿今年上初一，虽然离高考

还有段时间，但我心里也很着急。”王巧和
丈夫来沪打工已经有10多年了，居住证新
政的出台，让她看到了女儿能在上海参加
高考的希望。“ 但是，目前还只是个美好的
希望，毕竟对于我们来说，学历太低是个
致命伤。”

据记者了解，王巧与丈夫都在美容美
发行业工作，两人都只有初中学历，10年
辗转于沪上各处打工，根本就没有正规的
缴纳社会保险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想

要拿到120分确实是“ 不可能的任务”。
“ 有希望就有目标，我现在在努力进

修专业技能，如果能考出美容高级技师说
不定就能在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技能方
面拿到更多分数。”王巧向记者透露，她研
究了政策，如果持证人在临港地区工作并
居住，每满1年积2分，满5年后开始计入总
积分，最高分值可以达到20分。“ 我跟老公
商量了，不排除会去临港租房子，在那里
找工作，毕竟对我们来说这一年2分还是
很关键的。”

事实上，对于很多外来务工者
而言，文化层次低无疑是个硬伤。

“ 我打算让我丈夫去上夜大读，拿
个大学学历，哪怕没有学位也能比
现在多10分。”刘琴夫妻俩在上海
开了一家洗车房，虽然也算是自主
创业，但小作坊式的经营规模，让他

们很难在“ 投资纳税或带动本地就业”上
面拿到分数。“ 为了儿子5年后能够在上海
参加高考，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读书、考
技能，要么把生意做大。”

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除了学历，年
龄也是一个“ 拦路虎”。

“ 在积分中最好拿的就是年龄分，只
要在44岁以下就能拿到30分的满分，但是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个分数有可能是
逐年减少的。再加上我们这批人的学历普
遍不高，最多也就是高职，所以这个120分
并不好拿。”针对今年40岁的陈先生的担
忧，记者比对了相关积分标准，发现43岁
是一个分水岭，从44岁起30分的年龄积分
将以每年2分开始递减。但所幸，只要该人
员有大专（ 高职）学历、14年以上在沪工
作及缴纳职工社会保险的记录，仍可达到
120分。

进入居住证模
拟打分系统，看看
自己能得多少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