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路建设领域改革
沪组建千亿大集团

本报讯 记者 陈轶珺 上海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酝酿改革，昨

天，总资产超千亿元的上海城投公路

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未

来将加强重大工程投资控制、提升服

务质量和运营效率。

据介绍，组建上海城投公路投资

（ 集团）有限公司，是在上海深入推进

国资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推进“ 集团

化、市场化、专业化”改革的重要举措。

新公司是上海城投总公司下属的全资

子公司，整合了上海城投路桥板块所属

公路投资、越江投资、长江隧桥、市政建

设和城投高速运管中心五家企业，注册

资本243.5亿元，总资产1 089亿元。

4D科普电影放映同时还会配合剧情冒出泡泡烟雾等东西，让孩子感觉非常新奇好玩。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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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
整改切忌一阵风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召开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第七次会议，听取本市第二批教育实

践活动进展情况和整改落实、建章立

制环节工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各项

推进工作。市委书记韩正强调，要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讲话精神，

特别是“ 四个防止”的要求，按照中

央部署、结合上海实际，把活动落实

到位，使活动成效制度化、长效化。

“ 要看到，活动阶段性成果虽明显但

不平衡，切忌评价过高；作风建设是

长期任务，切忌感觉太好；整改要动

真务实，切忌一阵风；建章立制要有

效管用，切忌中看不中用。”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市委副

书记应勇，市领导徐麟、沈晓明、徐泽

洲、尹弘出席领导小组会议。

韩正指出，本市第二批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进入整改落实、

建章立制的关键阶段，每一项整改和

建章立制工作都与群众的诉求、愿

望、期盼息息相关。第二批活动在基

层开展，情况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

地区、同一部门，活动取得的成效也

各有不同，因此，既要对当前取得的

总体成效充分肯定，也要在具体分析

时实事求是，切忌评价过高。

与此同时，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

任务，切忌感觉太好。“ 不把问题当问

题，对问题习以为常，久而久之，忽视

问题，脱离群众，不知不觉中出了问

题。一旦我们感觉太好，就容易忽视

问题。”作风建设的长期性、反复性和

艰巨性客观存在，对于取得的阶段性

成果感觉太好，容易使我们忽视问

题。对此，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据悉，上海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下一阶段主要工作将

围绕五个方面展开：一是认真展开

“ 回头看”；二是持续用力解决“ 四

风”突出问题，切实落实各项专项整

治任务；三是让群众得实惠，着力形

成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四是从

严从实抓好制度落实和制度执行，着

力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落到实

处；五是进一步加强领导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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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

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部署

推进本市住宅小区电能计量表前供

电设施更新改造和理顺相关管理体

制等工作。

住宅小区内的配电线路和设备

是保障社区用电安全和居民日常生

活的重要设施。目前，本市不少老旧

小区存在电表前设施建设标准低、配

电设备老化、安全稳定性差、故障报

修频发等情况，“ 用电难、管理难、抢

修难”的问题较为突出，既满足不了

居民日益增长的用电需求，也影响了

居民用电安全。同时，因相关设施权

属未明确，管理体制未理顺，难以有

效实施设施设备更新改造。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关于本市

住宅小区电能计量表前供电设施维

护和更新改造的实施意见》。会议指

出，电力供应涉及千家万户，老旧住

宅小区电表前供电设施改造是直接

改善居民生活的民心工程。各区县、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把这

项实事工程做实做到位，促进问题早

解决，居民早受益。要理顺电能计量

表前供电设施管理体制，明确相关资

产权属关系，解决建设与运营维护责

任相分离的问题，为全面推进表前供

电设施改造打好基础；要明确专业经

营单位在表前供电设施维修、养护和

更新的责任与义务，通过专业化管理

提升运营维护水平，从根本上解决表

前供电设施故障报修问题，确保城市

供电安全；市区两级政府部门和电力

企业要相互配合，制订规范化改造流

程，尽可能将施工对居民正常生活的

影响降到最低。同时，电力企业要为

居民住宅表前设施报修和新建居民

住宅表前供电设施建设提供高效优

质的服务，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供电设

施改造带来的便利。

根据《 实施意见》，本市将按照

“ 企业主体、政府支持，统一规划、分

批改造，分工负责、合力推进，专业管

理、行业监管”的原则，对2000年1 2

月31 日前竣工的296万户老旧住宅，

包括商品房、售后公房、公房，由市电

力公司分期分批实施表前供电设施

改造，每户供电配套基本容量配置标

准提高到8千瓦。201 4年先期进行30

万户改造试点，201 5年全面铺开、分

批实施，力争201 7年基本完成。《 实施

意见》同时还明确，已建及新建住宅

的表前供电设施产权属于市电力公司

所有，由其承担维修、养护、更新责任

以及相关费用。市电力公司与住宅业

主以电能计量表后开关出线1 0公分

处为供电责任分界点，之前所有供电

设施（ 包括计量表箱）由市电力公司

维护，之后的设施由住宅业主维护。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海老旧住宅电表将全面改造升级

每户基本容量提高到8千瓦

青年报记者 马鈜

本报讯 时隔二十年，国产科普

电影再度崛起重返商业影院。昨天，

“ 上海首届学生科普电影展映”活动

在上海永华电影城拉开帷幕，由上海

科技馆拍摄制作的三部4D科普电影

《 剑齿王朝》、《 鱼龙勇士》和《 细菌

大作战》，将在全市1 00多家商业院

线的4D、3D影院放映。

《 泥石流》、《 金 小 蜂 与 红 铃

虫》、《 没有“ 外祖父” 的癞蛤蟆》

⋯⋯上海曾是我国科普电影的发源

地，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自上世纪五

十年代起至九十年代初拍摄了上千

部科教电影。这些优秀的科教影片对

于50、60年代出生的人耳熟能详。直

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科教片的特技

摄影、微型摄影、水下摄影等，拍摄制

作水准还是世界领先的。

不过近20年来，受市场经济和国

外大片冲击，电影院成了商业影片的

天下。影院越建越多，银幕越来越大，

曾经颇受人们喜爱的科普片，却不见

了踪影，就连科技馆影院放的都是

“ 外国进口”。

201 0年，上海科技馆开始自主开

发4D科普电影，4年来与合作单位创

作了5部大片，有质有量。为让国产科

普拥有更多观众，上海科技馆决定主

动出击，找商业影院“ 谈判”，尝试让

科普4D电影走进院线。功夫不负有心

人，上海首届学生科普电影展映活动

昨日拉开帷幕，这是时隔20年科普电

影重返影院的破冰之旅。

上海科技馆副馆长姚强介绍，此

次由上海科技馆运用4D技术，拍摄

《 剑齿王朝》《 鱼龙勇士》和《 细菌大

作战》等3部科普新片，暑假期间在上

海永华影城、喜玛拉雅海上国际影城

等1 2家影院的4D影厅放映，8月27日

起，活动升级到“ 展映”阶段。

时隔二十年 科普电影重返商业影院

3部4D科普电影与商业大片“ 错峰”播出

问题 上海科技馆是怎么会想
到让科普走进商业影院的？

上海科技馆副馆长姚强：上海科

技馆科技影城中，科技馆拍摄制作的

4D电影上座率最高，节假日更是一票

难求，往往一大早全天的电影票就卖

完了，主要限制在于场地。科技馆里的

放映厅只有56个座位，每天放7场，黄金

周增加到9场———即使满打满算，一天

也只能让500人一饱眼福。以科技馆去

年接待300多万人计算，观看影片的人

数尚不足日平均客流的6%。这样好多

人看不到心仪的影片。我们去年尝试

与影院交流，让科普4D电影走进院线，

没想到对方很有兴趣。经过一年的策

划，终于让国产科普片重新了进影院。

问题 在上海科技馆的4D电
影票售价30元，科普片时间很短，观
众会不会买单？

上海科技馆科学影视中心主任
李伟：现在4D影片片源稀缺，有些影

片是在3D的基础上增加几下座椅震

动的“ 伪4D”，而我们的影片则完全

按照4D的需求制作。以《 鱼龙勇士》

为例，17分钟的影片共设置25个特效

点，平均40秒钟一个特效点。我们会

与影院的商业大片‘ 错峰’播出。比

如在两场商业大片的当中休息的半

小时放，或者是早上9:00-10:00这种

一般大片不会安排的时间段。至于票

价，我们设了最低10元的团体票价，

其他根据院线安排定价。

《 细菌大作战》
人体内部的小肠，成了你争我夺

的战场。

《 鱼龙勇士》
侏罗纪的浅海，一群大眼鱼龙为

寻求更多的食物正准备迁往深海。

《 剑齿王朝》
巴氏剑齿虎兄弟的童年无忧无

虑，与三趾马为邻，与陆龟嬉戏。

随着一只雄性剑齿虎的入侵，家庭的

和谐由此被打破———父亲在反抗中

战死，兄弟俩在母亲的掩护下被迫逃

出家园，开始了流浪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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