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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推进上海探索符合特

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

子，目前市委正在深入开展“ 创新社

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 号课题调

研。

为广泛凝聚干部群众的智慧和

力量，课题调研组特于6月中旬至8月

底，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

市委市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平台、上海

基层党建网两个平台，面向全社会广

泛开展“ 我为上海创新社会治理、加

强基层建设建言政策献策” 征集意

见建议活动。欢迎大家围绕街道、居

民区、镇村、大居等管理体制机制，社

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执法，

人口管理及相关保障等问题，踊跃通

过以上渠道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努力为上海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

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征

集办法请见当天出版的报纸。市委市

政府人民建议征集平台：登录中国上

海 门 户 网 站（ ht t p://www.shanghai .

gov.cn），通过“ 市委领导信箱”、

“ 市长信箱”、“ 人民建议征集信箱”

发送电子邮件。纸质书信邮寄地址：

人民大道200号综合楼238室市信访

办人民建议征集处收，邮政编码：

200003，信封请注明“ 我为上海创新

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建言献策”

征集活动。同时，上海基层党建网面

向党员进行意见建议征集：登录上海

基 层 党 建 网 站（ ht t p://www.shj cdj .

cn），通过“ 设限平台”频道投稿。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1 3次会议昨天通过《 上海市查处车

辆非法客运若干规定》，8月1 日起正

式实施。新规明确，若克隆车假冒客

运出租车，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车

辆和专用营运标识、设施，可处以1 万

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至于摩托车、

三轮车、电力助动车非法客运，则由

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处以一千元以上

五千元以下罚款。

新规提出“ 三项禁止”：针对黑

车，禁止利用未取得营业性客运证件

的汽车从事经营性客运；针对克隆

车，除客运出租车外，禁止对其他汽

车喷涂客运出租车专用车身颜色、安

装客运出租车专用营运标识和设施；

禁止利用摩托车、三轮车、电力助动

车从事经营性客运。

与此同时，新规还明确：黑车非

法客运再次被查获且存在安全隐患

的，将依法定程序没收车辆，驾驶人

由公安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暂扣机动

车驾驶证3至6个月，直至吊销驾驶

证。值得关注的是，新规处罚黑车的

“ 说法”发生了变化。

一是将原来的“ 被查获两次以

上”修改为“ 再次被查获”。对第一

次被查获的从事非法客运活动车辆

不作没收处理，体现了行政处罚应

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将“ 两次以上”改 为“ 再 次 ”避 免

了“ 两次以上”是 否 包 括“ 两 次 ”

的歧义。

二是增加“ 且存在安全隐患”的

情节内容表述，体现了实施行政处罚

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

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三是将原来的由交通行政管理

部门“ 没收”修改为“ 依法定程序没

收”。增加“ 依法定程序”这一用词的

限定表述，表明了本市地方立法对于

“ 没收” 这一重要财产罚的审慎态

度，要求执法机关严格按照国家法律

的规定，依法行使行政处罚权。另一

方面，规定对假冒客运出租汽车罚款

的下限由原来的两万元改成了一万

元，充分体现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应

当体现过罚相当的原则。

为期两天的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第三届年会，1 9日在沪落幕。来自20

多个国家地区的500余位中外嘉宾共

同见证了《 上海共识》的发布。

据悉，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围绕

“ 加强文化软实力互动，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这一重大主题，吸引各方

人士畅所欲言，形成了《 上海共识》。

《 上海共识》提出，国际金融危

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进入

新的调整期。各方应加强文化交流、

文化软实力互动，促使各国人民增进

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推动国际政治、

经济合作不断深化，推动世界和平与

发展。

《 上海共识》还指出，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在掌握国际话语权、在

文化传播能力和经验等方面差距较

大。传统思维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仍

然存在误解、偏见和歧视，甚至把各

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和互动视为“ 零

和博弈”，这是当前加强文化交流的

主要障碍，必须努力加以排除。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上海统计局昨日公布互

联网金融相关调查情况，调查显示，

大部分受访者对互联网金融给予较

为肯定和积极的评价，近六成受访者

使用过第三方支付工具。

尽管互联网金融起步发展仅短

短2年时间，但已渗透进居民的日常

生活。调查显示，有59.3%的受访者表

示购买或使用过互联网金融产品和

服务，有40.7!表示没有使用过。其

中，年轻人和中、高收入者是使用互

联网金融的主要群体，35岁以下受访

者中，有近八成使用过互联网金融；

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受访者中，有

80.7%使用过互联网金融。

在购买或使用过互联网金融产

品受访者中，有56.4%使用过第三方

支付，1 7.8%购买过网络理财产品，

2.2%通过网络小额贷款。调查中，受

访者普遍表示，第三方支付为买卖双

方资金提供便捷通道同时，解决商品

安全问题，尤其是网上购物，已成为

不可或缺的交易平台。在55-70岁中

老年受访者中，使用过第三方支付的

比重也达26.9%。在购买或使用过互

联网金融产品的受访者中，有97.5%

认为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与传统

银行业务相比具有优势，仅2.5%认为

没有优势。同时，受访者对互联网金

融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

不过，受访者对消费者权益保护

和资金安全问题的反映也最突出。受

访者中，有72.6!认为“ 尚无明确监

管，用户权益缺乏保障”，66.6!认为

“ 网 上 交 易 资 金 安 全 存 在 隐 患 ”，

57.7!认为是“ 互联网金融机构的资

金风险防控能力不足”。

六成市民使用过网络金融产品

本市通过新法规打击克隆出租车

没收车辆外 最高还可罚款5万元

昨天，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三次会议还表决通过了《 上海市村民

委员会选举办法》、《 上海市文物保

护条例》。

其中，村委会选举办法规定了差

额选举的具体差额数。办法规定，村

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正式候选人

应当分别比应选名额多一人。村民委

员会委员的正式候选人应当比应选

名额多一至三人，具体差额数由村民

选举委员会在拟订选举工作方案时

规定。

太湖文化论坛发布《 上海共识》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

理局起草的《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

任区管理办法（ 草案）》日前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这也是本市首次对市容环

境的“ 卫生责任区制度”进行专项的规

章制度加以固化，明确了市容环境卫生

的责任区范围划分、责任区管理相关主

体等，并创新性地鼓励“ 自治”。

“ 世博”结束以后，市容环境面

貌如何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一度成为

市民的关注点之一。据介绍，目前本

市落实责任区制度的效果参差不齐，

原因主要在于部分责任人缺乏遵守

责任区制度的自觉性，履行义务的责

任感不强；部分责任人认为市容环境

卫生主要靠政府，依赖环卫清扫保洁

和城管执法处罚；更有一些责任人发

生乱设摊、跨门经营等违规行为。

目前北京、杭州等地均已制定了

责任区管理相关法规规章，上海则尚

未确立相关规章。日前出台的草案是

本市首部将责任区管理细化成专项规

章来进行细化的法规。今后，不仅市容

环境卫生的责任划分清晰了，而且有

了条文规定，执法时也有法可依。

以往的市容环境卫生多以政府

部门的“ 管理”为主，而实行新的办

法之后，所有市民、单位等都可以参

与到市容环境的“ 自治”中。

青年报记者看到，市容环境卫生

责任区范围的划分、责任人的确定、

责任区的责任要求都被明确。如“ 实

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由物业管理企

业负责，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

由居民委员会负责”、“ 河道的沿岸

水域、水闸，由岸线、水闸的使用或者

管理单位负责”等。“ 一些个体户经

营的沿街商铺，要负责的区域就是商

铺门前一直到人行道外沿范围的卫

生，商铺经营者就是责任人。”市市

容环卫局有关人士介绍说。草案甚至

细化到不同行业，对餐饮烹饪、果品

商业、连锁经营、建筑五金门窗、汽车

维修等相关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自治

制度都做了规定。

“ 我们也鼓励市民或单位在看到

违规行为时，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投

诉。”如果市民举报投诉违规行为，行

政管理人员没有按照程序依法处理

或是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也将接

受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

严重的，将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市容环境卫生 鼓励“ 自治”管理
周培骏 制图

“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1号课题调研征集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