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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执法部门约谈
涉嫌违法超运企业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昨天，上
海市交通执法总队约谈22户涉嫌违
法超限次数较高的运输企业，并要求
9月25日前上报整改措施。

据介绍，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从
去年开始陆续在全市6个治超站点
建设不停车预检称重系统。截至目
前，系统建设已覆盖徐浦大桥治超
站、外环隧道治超站、杨浦大桥治超
站、洋桥治超站、枫泾治超站、葛隆治
超站等6个治超站点，13个检测断
面，共计37根车道，并开始试运行监
测超限数据。截取此次8月7日至
31日监测数据显示：货运车辆总流
量为823014辆次，涉嫌超限车辆总
共70434辆次，超限率为8.56%。

昨天上午，市交通执法总队对监
测数据显示涉嫌违法超限次数较高
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上海分
公司、上海君明建筑土方基础工程有
限公司、上海鑫艺程清运有限公司、
上海鑫艺程清运有限公司等22户企
业组织开展集中约谈。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市政府
在青浦区华新镇徐谢村为农服务中
心召开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现场
会，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的经验做法，
研究分析当前问题，持续用力推进下
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韩正强调，要紧
紧盯住年度目标，始终坚持问题导
向，以攻坚克难的精神狠抓重点难点
问题的突破解决，确保到今年底全市
中小河道基本消除黑臭，水域面积只
增不减，水环境质量全面提升。

会前，韩正和市委副书记、市长
应勇，市委副书记尹弘等带领各区和
市相关委办局负责同志，来到青浦区
实地察看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最新进
展。青浦区结合中小河道综合整治
和新城规划发展，打通21公里环新
城水系，建设集生态水景、历史文化、
休闲旅游、健身运动于一体的环城水
系公园，市领导在淀浦河滨水绿道实
地了解公园建设推进情况。位于华
新物流园区的殷家桥江等5条黑臭
河道通过拆违、截污、贯通、植绿等系
统治理，正逐步重现水清岸绿面貌，
市领导现场听取了相关综合整治工
作汇报。据介绍，青浦区目前已完成
全部68条、109公里黑臭河道的整治
任务，全面建立区、镇、村三级河长管
理体系。去年11月，市委、市政府启
动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截至目
前，列入整治计划的1864条段1756
公里河道已全部完成“一河一策”方
案编制，水利工程完成1421公里。
市、区、街镇三级河长体系全面建立，
7781名领导干部担任各级河长，全
市所有河湖、小微水体均已落实河
长。

韩正指出，经过近一年的集中治
理，全市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工作
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总
结前一阶段工作，有四方面的经验做
法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一是水岸
联动、标本兼治，把握根本。水污染
问题，表现在水里，根子在岸上，河道

整治不是简单就水治水，而是要着眼
于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二是市区协
同、形成合力，抓住关键。水环境治
理是流域性问题，综合性非常强，必
须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三是发动基
层、群众参与，形成广泛社会共识。
四是摸清底数、落实责任，夯实基
础。全市河道摸清底数，才能把责任
真正落到实处。

韩正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总
结经验做法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以更强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及
时发现问题、善于解决问题。对照全
市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的年度目
标和面向2020年的目标，当前还有
些问题须引起重视并认真加以解
决。如部分河道水质改善还不够明
显、水岸联动还不够彻底；有些政策
措施跟进还不及时；有些职能部门对
河道的综合管理仍需加强；群众身边
村沟宅河亟待整治。要再接再厉，乘
势而上，确保到今年年底中小河道基
本消除黑臭，所有国考、市考断面全
部达标，水域面积只增不减，水环境
质量全面提升，最终结果要由群众和
社会来评价。下一步，要以攻坚克难
的精神，狠抓重点难点，力争取得突
破。持续推进水岸同治，各区要切实
承担起主体责任，结合“五违四必”整
治加大岸上环境整治，按照一河一
策，研究制定工作方案。重视加强界
河整治，想方设法打通断头河。要加
强政策引领，加大对各区特别是基层
的支持力度。中小河道整治工作越
往后，推进难度越大，市级部门要强
化政策引导，推出的各项政策要切实
针对问题、帮助解决问题。各部门之
间要形成合力、加强协调，敢于作为、
善于管理，坚决消除盲点、难点问
题。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着眼长
远，建立完善常态长效管理机制。水
环境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稍不注意
就会反复回潮。要做实河长制，加大
执法监管力度，做到严格执法、决不

手软、决不姑息。河道治理常态长
效，关键在基层，要充分发挥基层作
用，积极发动市民群众，让爱水护水
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应勇指出，按照市委、市政府统
一部署，全市各区、各相关部门把城
乡中小河道整治作为“补短板”的一
项重点工作，真抓实干、扎实推进，实
现全市河湖本底数据全覆盖、黑臭中
小河道整治全覆盖、河长制全覆盖。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中小河
道整治的任务依然很重，各区、各相
关部门要立足自身实际，总结分析前
一阶段工作，认真查问题、找不足，不
断加大工作力度。

应勇强调，上海因水而生、因水
而居、因水而兴、因水而美，要清醒看
到水环境问题是上海生态文明建设
的短板和弱项，是必须啃下的硬骨
头，要咬住目标，攻坚克难。从年度
目标看，到今年底，确保全市中小河
道基本消除黑臭、水域面积只增不
减。要坚持水岸联动，按照既定目
标坚定推进，24座断头河的桥涵建
设、17座市政雨水泵站治理等工程
性措施要加快推进。从中期目标
看，要确保完成“十三五”规划提出
的 2020 年基本消除劣 V 类水体、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 2021 年消
除劣V类水体的目标。这是硬任务，
必须花更大力气，久久为功。要全
面启动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四期工
程，雨污混接改造、泵站放江治理、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等工作要抓紧
推进。要夯实责任，用好河长制。
河长制就是责任制，全面落实河长
制就是全面落实责任制。在推进水
环境整治重点工作时，要充分发挥
各级河长的作用，建立健全河道长
效管理机制。

市领导翁祖亮、诸葛宇杰、时光
辉出席现场会。青浦区委、华新镇党
委，市水务局（市河长办）分别汇报相
关工作。

市委、市政府召开城乡中小河道综合整治现场会

本报讯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上
海市代表团总结表彰大会昨天上午
在展览中心举行。会前，市委书记韩
正，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市政协主
席吴志明等市领导亲切会见了运动
员、教练员代表。韩正说，第十三届
全运会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前举
办的一次重要体育赛事，上海体育健
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
谦和的城市精神。发展体育事业利
国利民，我们要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推动竞技
体育不断迈向更高水平、群众体育不
断提高普及率和覆盖率，为体育强国
建设作出上海的更大贡献。

会见时，韩正代表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市政协，对运动员、教练员在
本届全运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
热烈祝贺，向全市体育战线的同志们
致以崇高敬意。他说，上海体育健儿
在全运会上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
平，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
丰收，充分展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
全市人民为你们感到骄傲。上海要
加快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当好排头兵、先行
者，尤其需要这样的精气神，激励我

们不断把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推
向前进。

韩正说，体育强则国家强，国运
兴则体育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体育工作，对推动体育事业发展作出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在新的起点上
推动上海体育事业发展，竞技体育要
瞄准更快、更高、更强，不断挑战极
限、展现更好的竞技水平，群众体育
要不断提高普及率和覆盖率，使全体
市民人人都能参与体育、孩子从小喜
欢体育，为我国建设体育强国作出上
海的更大贡献。

应勇在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
他说，在本届全运会上，上海体育健
儿勇于拼搏、敢于争先，交出了运动
成绩和精神文明两份满意答卷，为上
海赢得了荣誉。上海体育健儿追求
突破、追求胜利、追求卓越的精神，必
将鼓舞和激励全市人民，勇当排头
兵，敢为先行者，为推动上海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

应勇说，体育是城市综合实力的
体现，也彰显城市的精气神。我们要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
育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上海体

育改革发展，努力建设全球著名体育
城市。要紧扣健康上海的建设目标，
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健
身运动，加快构建全民健身公共体
系，努力做到设施更完善、活动更丰
富、指导更有力。要走精兵之路，优
化项目结构、深化管理创新、强化科
技支撑，不断提高竞技体育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

市委副书记尹弘，市委常委、市
委秘书长诸葛宇杰，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钟燕群，副市长陈群，市政协副
主席张恩迪参加相关活动。

大会宣读了市政府、市总工会、
团市委、市妇联有关表彰决定和表扬
通报。市政府给予在十三届全运会
上获得金、银、铜牌的运动队、运动
员、教练员，以及作出突出贡献的科
研医务、管理人员记功；给予获得群
众体育比赛项目和青少年比赛项目
前三名的运动队、运动员、教练员通
报表扬并授予荣誉称号。市总工会、
团市委、市妇联也分别授予取得优异
成绩的集体和个人“上海市五一劳动
奖状（章）”“上海市工人先锋号”“上
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上海市青年五
四奖章集体”“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上海市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

韩正昨天下午会见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

本报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昨天下午会见了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一行。

韩正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欢迎
大使先生访问上海。他说，上海是中
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正在按照中
央的决策部署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推进创新发展。上海长期以来与美
国各地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特别是
与旧金山、芝加哥、休斯敦缔结姐妹
城市以来，双方在经贸、教育、文化等
各领域有着成果丰硕的交流合作。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元首习近
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谈所达
成的共识，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意义
重大。两国地方政府加强交流与合
作，将有助于推动两国友好关系深入
发展，上海愿为此作出更大的贡献。

韩正说，多年来，众多美国企业
在上海成功发展，参与和见证了上海
的改革开放、发展进步，其中不少企
业是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
议成员，为上海城市发展提出了许多
很好的建议。我们非常希望大使先
生通过与在沪美国企业的交流，更好
了解中国、了解上海坚定不移对外开
放的进程，也衷心欢迎大使先生经常
来上海访问，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

布兰斯塔德表示，上海是一座令
人印象深刻的城市，这座美丽的城市
不但经济发展十分成功，而且也是改
革创新方面的领先城市，为美国企业
提供了许多发展机会。美中两国省
州之间的密切合作十分重要，将有助
于两国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非常希
望经常来到上海，增进彼此交流，推
动两国地方之间的友好合作，也希望
更多中国企业在美国也有宾至如归
的感受。

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诸葛
宇杰参加会见。

韩正昨天会见全运会上海代表团运动员教练员代表

为体育强国建设作出上海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