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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主
办，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安徽省粮食
局、安徽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承
办的“中国安徽名优农产品暨农业产
业化交易会（2017·上海）（简称：安徽
展销会）”将于12月31日至2018年
1月2日在上海市农业展览馆举办。
据悉，此次交易会是经全国清理和规
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工作领导小

组批复的全国重点农业展会。
此次参展产品更加丰富。共有

粮油、畜禽、水产、水果、茶叶、干货、
手工艺等 12 大类 2500 多种产品参
会展示展销，能够满足广大上海市
民置办年货的需求。与此同时，在
电商平台上销售火爆的休闲农产
品，如“詹氏山核桃”、“溜溜梅”等中
国驰名商标产品，也会出现在本届
交易会，以适应上海青年市民对休
闲零食需求。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陈晓晨

本报讯 12月 28日晚22时，不
少市民在路边看到一辆辆出租车顶
灯全部显示为红色“电调”字样，时间
持续10分钟。青年报记者昨天从市
交通执法总队获悉，该举措为本市交
通执法、公安部门联合出租企业，首
创“亮灯”执法查处“克隆出租车”。

据悉，本市目前共有正规出租车
5万余辆，除500余辆未安装智能顶
灯的老旧款外，其余出租车的顶灯均
能显示三种状态：绿色“待运”（表示
该车可以载客）、红色“电调”（表示该
车已被预约）和红色“停运”（表示该
车暂时不能载客）。其中，绿色“待
运”和红色“停运”均能由驾驶员通过
关闭和开启计价器自动调节，“克隆
出租车”亦有该功能，与正规出租车
无异。唯有红色“电调”只能通过出
租企业电调平台操作，故“克隆出租
车”顶灯无法显示红色“电调”状态。

为此，市交通委执法总队积极沟
通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以及本市各大

出租企业和电调平台，通过出租汽
车调度系统后台调控，将全市出租
汽车顶灯全部显示为红色“电调”状
态，同步在全市各大关键点位部署
公安和交通执法人员，对这一时段
顶灯未显示红色“电调”的出租车进
行拦截检查，大范围快速甄别“克隆
出租车”。

当晚，首次“亮灯”执法在五角
场、虹口龙之梦、张江、龙阳路、中环
百联、嘉定江桥、虹桥火车站、两个机
场等全市28个点位同步展开。全市
150余名交通执法人员、120余名公
安交警、60余名治安民警在各个点位
就绪，采取行动。当晚共查获“克隆
出租车”8辆，另有一辆克隆出租车闯
关拒检，从非机动车道逃逸，后续将
该车纳入重点对象进行全市稽查。

记者从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获悉，
根据全市为期半年克隆出租车大整
治工作方案的整体部署，下一步，执
法部门还将总结评估本次“亮灯”执
法工作经验，进一步细化完善工作手
段，拟不定期开展“亮灯”执法。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3人及以上家庭廉租住
房的收入准入标准从家庭人均月可支
配收入2500元以下调整为3300元以
下，财产准入标准从家庭人均9万元
以下调整为12万元以下。为进一步
完善本市住房保障体系，继续加强廉
租住房保障工作，经研究，市政府决定
调整和完善本市廉租住房部分政策标
准，自2018年1月1日起实施。此次
政策标准调整具体细则如下：

3人及以上家庭廉租住房的收入
准入标准从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
2500元以下调整为3300元以下，财
产准入标准从家庭人均9万元以下
调整为12万元以下。1人及2人家
庭，收入和财产准入标准继续按上浮
10%执行，即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
从2750元以下调整为3630元以下，
家庭人均财产从9.9万元以下调整为
13.2万元以下。收入和财产准入标
准调整后，廉租住房与共有产权保障
住房的保障范围将进一步有机衔接。

根据梯度保障原则，本市对廉租
租金配租家庭按收入水平分三档进
行补贴，收入越低补贴越多。收入准
入标准调整后，分档补贴标准也进行
了相应调整。

其中，3人及以上家庭按照基本
补贴标准实施补贴的范围从家庭人

均月可支配收入 1300 元以下（含
1300 元），调整为 2000 元以下（含
2000元）；按照基本补贴标准70%实
施补贴的范围从家庭人均月可支配
收入1300—2000元（含2000元）调整
为2000—2800元（含2800元）；按照
基本补贴标准40%实施补贴的范围
从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 2000—
2500 元（含 2500 元）调整为 2800—
3300元（含3300）。

1人、2人家庭及经认定的因病支
出型贫困家庭，各分档标准均对应上
浮10%。分档补贴标准的调整，整体
上提高了本市廉租住房的保障水平。

考虑到住房困难的因病支出型
贫困家庭因存在医疗刚性支出，更需
要居住方面的救助，新政策标准对该
类家庭申请廉租住房保障时的收入
和财产准入标准也进行了针对性放
宽，在3人及以上家庭标准基础上放
宽10%，即放宽至家庭人均月可支配
收入3630元以下、人均财产13.2万
元以下。

此外，本市已逐步探索出廉租住
房收入和财产准入标准的动态调整
机制，将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变化
情况及其他相关因素，对相关标准适
时动态调整。此次标准调整后，本市
将继续按照“应保尽保”的要求，对符
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按审核配租程序
尽快予以保障。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为配合岁末迎新活动实
施的交通管制措施，市运管处昨表
示，本市公交行业针对新天地新年倒
计时和外滩区域交通管制，共65条
公交线路实施临时调整措施。

外滩区域61条线路绕改道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00 至

2018年1月1日1：00，自外白渡桥
北苏州路路口起，沿北苏州路～西藏
北路～北京西路～成都北路～延安
东路～西藏南路～复兴东路～外马
路至黄浦江边止组成的范围内（不含
上述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延安高架
江西路下匝道实施临时关闭措施（仅
允许车辆从外滩隧道通行）。

下列61条公交线路将根据交管
范围实施绕改道配套：01路、11路、
14路、17路、18路、19路、20路、21
路、23路、26路、33路、37路、49路、55
路、64路、65路、66路、71路、109路、
112路、123路、135路、167路、220
路、305 路、306 路、307 路、311 路、
316 路、317 路、318 路、320 路、324

路、330 路、451 路、454 路、455 路、
576 路、736 路、780 路、781 路、782
路、783 路、789 路、805 路、868 路、
911 路、920 路、926 路、929 路、930
路、932路、934路、969路、980路、隧
道三线、隧道九线、隧道八线、上川专
线、隧道六线、新川专线。

新天地区域9条线路绕改道
2017年12月30日00:00至2018

年1月1日1:00，根据交警对湖滨路
（黄陂南路至济南路段）和顺昌路（崇
德路至湖滨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方
案。下列4条公交线路将实行绕改
道配套：109路、932路、都市观光旅
游1线、上海观光旅游1线。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00 至
2018年1月1日1：00，根据交警对
自淮海中路淡水路路口起，沿淮海
中路～淡水路～复兴中路～西藏中
路～淮海中路～淡水路路口止组成
的范围内（不含上述道路）实行交通
管制方案。下列7条公交线路将实
行绕改道配套：17路 、109路、146
路、781 路、932 路、隧道八线、南申
专线。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杨翊中

本报讯 随着2017年年末临近，
2018年“元旦”即将来临。为满足节
日期间市民游客的出行需求，上海地
铁特全面提升网络保驾等级、增加运
力投放、加强交通枢纽等重点车站服
务供应。其中12月31日，1、2、7、8、
9、10号线执行周末延时运行图。同
时，明天20点起2、10号线南京东路
站临时封站，10、13号线新天地站关
闭1号口，确保客流平稳有序。

元旦小长假将休12月30日、31
日和2018年1月1日3天。为满足

“元旦”小长假期间乘客夜间出行需
求，缓解中心城区夜高峰休闲、购物
客流密集的压力，并最大限度地满足
乘客节日出行的需求，昨天及今天两
天执行常态周末延时运营方案。

同时，明天是周日，各类迎新年
活动集中展开，如传统的迎新年倒计

时、寺庙新年撞钟、各大商圈跨零点
促销等。届时，市民休闲、娱乐、购物
出行将明显增多，一方面将带动地铁
路网客流保持高位；另一方面夜间出
行时间将明显延后，周边站点夜高峰
客流强度将持续攀升。因此，12月
31日本周日上海地铁1、2、7、8、9、10
号线也将执行周末延时运行方案。

为配合做好市中心商业区域的
客流疏导，根据地面交通管制要求，
2、10 号线南京东路站于明天晚上
20：00至运营结束，实施临时封站。
封站时段内在南京东路站不能上下
车。届时，车站将加强站内广播宣
传、导向设置、站台站厅秩序维护等
工作。

10、13号线新天地站于12月31
日当晚20：00至运营结束，临时关闭
1 号口。届时，车站将加强客流引
导，并在1号口外设置导向，引导乘
客从该站其他出入口进出站。

沪廉租住房部分政策标准元旦起调整

3人及以上家庭收入准入标准放宽
■都市脉搏

明晚2、10号线南东站临时封站
10、13号线新天地站关闭1号口

南京东路站31日晚将临时封站。 青年报资料图

元旦期间本市65条
公交线路临时调整

出租车顶灯统一亮红灯10分钟
让“克隆出租车”原形毕露

安徽名优农产品展销会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