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 已于
2021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 为推动条例顺
利实施，有效减少非机动车安全事故，保障
社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日，曹家渡街道
在社区片文化活动中心开展以非机动车安
全管理为主题的“法治沙龙”，对条例进行
解读和宣传。

静安区司法局副局长施齐、 曹家渡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李晟晖出席活动。 曹家渡街道
平安办、曹家渡派出所、曹家渡城管中队、曹
家渡市场监管所、 上海君赛律师事务所，14
个居民区的“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居
民代表参加活动。

李晟晖致辞表示，“法治沙龙”活动的主
题紧贴居民对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现实需求和
城区运行安全现状， 希望通过相关部门的专
业解读和居民朋友的积极宣传， 切实消除电
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 更好地保障大家的
生命财产安全。

访谈嘉宾结合非机动车的生产、销售、登
记、通行、停放、充电各个环节的安全管理，对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进行解读，

介绍了曹家渡街道非机动车“3分钟安全充电
圈”建设情况。 嘉宾提醒，应购买符合有关国
家标准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及电
池产品；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遵守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相
关规定；应规范、有序停放非机动车；不得私
拉电线和插座， 不在公用部位和室内区域停
放、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静安区司法局副局长施齐表示，“法治沙
龙”是非常好的宣传载体，通过职能部门访
谈把非机动车车辆、行车、停车、充电安全讲
得透彻明白，是“谁执法谁普法”的一种创

新形式，曹家渡街道非机动车“3 分钟安全
充电圈”是基层依法治理的有益探索。 他提
出，街镇法治建设委员会要学习贯彻习近平
法治思想，按照法治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的要
求，找准载体、找准切入点、找准抓手，全面

落实依法治区各项工作。街镇司法所要切实
承担起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各项新职能，有
效服务和保障街镇中心工作，提升基层法治
水平。

（司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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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条例 做“法律明白人”
街道开展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法治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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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通讯网络技
术的进步， 电信网络诈骗威胁
着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为进
一步提高社区居民反诈防诈意
识，切实保障居民财产安全，近
期， 曹家渡街道万航居委会联
手社区单位浦发银行静安支行
举行反诈骗宣传讲座， 活动特
邀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黄奕
警官主讲。

黄奕从近期电信诈骗常用
手段、特点以及防范方法等三
个方面展开， 以亲身经历的
案例现身说法， 通过讲述案
例经过，深入剖析案件细节，
还原真实案发场景， 生动地
向在座居民传授如何提高警
惕防范诈骗的经验，还为他们
送上了十个“凡是”防诈骗小
贴士。

最后， 黄奕向居民普及了
防范电信诈骗的“十个凡是”，
居民们纷纷表示参加此次活动
受益匪浅， 今后一定会提高警
惕，不上当、不受骗。

（平安办）

居民区携手社区单位办实事 “非机充电”不再难
□记者 廖荩薇

家住中行别业小区的唐女士平时上下班靠
的都是自家的电动自行车，每天给电动自行车充
电就成了一大难题。 如今，中行别业小区的电动
自行车充电桩投入使用后，唐女士第一时间进行
了体验，她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成都电动自行车
在电梯里爆燃的事件太可怕了，现在有了充电的
地方，给居民排除了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

老旧小区道路狭小、公共设施陈旧，居民
们为了给电动自行车充电，飞线充电、私装插
座等安全隐患始终得不到根治。 随着电动自
行车充电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 不规范充电
的现象日渐减少，居民们对于“安全充电”的
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近期，在党建引领下，曹家渡街道中行别
业居民区党总支与辖区单位上海服装集团置
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及上海市静安区第六粮油
食品商店有限公司党支部签订了项目结对共
建协议，经过多方努力，共同促成了小区电动
自行车共享充电点和共享换电柜的建成。

小区内公共区域有限， 要安装共享充电
桩选址就成了一个难题。本次，中行别业居民

区共建单位上服置业开辟出一块区域作为共
享充电桩安装点， 并在前期对该区域进行了
改建，在区域内安装了配套消防设施、安全通
道以及充电安全科普海报。 电动自行车共享
充电点共有 10 个充电桩，居民可在此错峰停
车、充电。 据了解，现阶段为大力推广共享充
电点，仅需 1分钱便能充电 4小时。

中行别业小区外沿街商铺众多，外卖、快
递小哥骑着电动自行车穿梭频繁， 他们对于
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刚需也需要得到妥善解
决， 中行别业居民区与共建单位第六粮油共
同设立的共享换电柜就让问题迎刃而解。 安
装共享换电柜需要为换电柜接通电线， 而第
六粮油商铺的配电箱正好位于中行别业小区

内。 居民区与第六粮油一拍即合、达成协议，
为了给小区非机充电设施供电， 第六粮油还
特地对电表进行了增容扩容改造。 共享换电
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需要扫码付 3
元，就能替换上一个满电的电瓶。 ”

此次， 中行别业居民区电动自行车充电
设施的顺利推进离不开社区单位伸出的援助
之手。 曹家渡街道表示，今年将采取多种技术
手段、多方面协同，因地制宜、共建共享打造
辖区非机“3分钟安全充电圈”。 继续发挥居
民区党总支党建引领作用， 推动住宅小区非
机充电设施建设工作， 最大程度解决居民非
机“充电难”问题，为电瓶车安全综合治理创
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牢记应急安全 共建美好生活
为切实增强社区居民防灾减灾意识，有

效提高应急逃生能力， 街道平安办 （应急
办）、派出所、司法所、禁毒办、曹家渡社区志
愿服务中心、上海大众燃气静安办、柒彩里商
场等部门和单位共同举办曹家渡街道“应急
安全时刻牢记，美好生活携手共建”防灾减灾
系列活动， 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类防灾减灾应
急知识宣传。

今年 5 月 12 日是汶川地震 13 周年，
曹家渡街道在柒彩里等大型商场循环播放
防灾减灾宣传片， 向广大居民传播应急安
全知识。

街道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广场开展集中
宣传活动，通过在醒目位置悬挂横幅、分发科
普宣传单，设立展板，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
向居民普及有关地震、 暴雨、 高温干旱的防
范、家庭安全使用燃气及火灾逃生、日常安全
防范、禁毒、法律咨询等。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
耐心且详细地为居民讲解各类防灾减灾常

识，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驻足观看，受到广泛
好评。

随后， 街道组织社区居民至曹家渡街道
红十字总站， 通过现场模拟不同火情的灭火
方式以及体验逃生装置的使用， 让居民了解
家庭厨房火灾隐患等消防知识， 掌握家庭火
灾自救互救技能， 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防灾
避险意识， 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
成的危害。

此次活动推进了防灾减灾知识在社区范
围内的普及，进一步加强了社区居民防灾
减灾意识、 提高了居民心理承受能力和
自救互救能力。 接下来，曹家渡街道将通
过常态化的安全教育和宣传引导， 营造
良好的防灾减灾社会舆论氛围， 让防灾
减灾意识真正深入民心， 成为民众的习
惯和自觉。

（平安办）

十个“凡是”：
1、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

是电信诈骗。
2、 凡是叫你汇款到 “安全账户”

的，都是电信诈骗。
3、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

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
4、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

的，都是电信诈骗。
5、 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

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
6、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

都是电信诈骗。
7、凡是叫你宾馆开房接受调查的，

都是电信诈骗。
8、 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

的，都是电信诈骗。
9、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

的，都是电信诈骗。
10、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

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

【小贴士】

中中行行小小区区共共享享充充电电点点

宣宣传传活活动动现现场场

万万航航居居民民区区开开展展反反诈诈宣宣传传

签签约约仪仪式式现现场场

居居民民学学习习急急救救技技能能

《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提供了更加全面、更加明确、更加有力的法律依
据。 主要的新增变化包括：

一是规定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均应佩戴安全头盔；
二是规定驾驶非机动车时，不得实施以手持方式拨打接听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

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三是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连续多次、长时间鸣喇叭；
四是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夜间或者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情况

下行驶时，开启照明装置；
五是规定驾驶非机动车不得牵引动物，不得拖挂载人载物装置等等。
此外，《条例》还明确，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快递、外卖等网约配送活动时，应当驾

驶悬挂专用号牌的车辆。 对此，公安机关将结合日常执法管理工作，持续加大宣传力
度，进一步提高市民群众对《条例》的知晓率和安全驾驶意识。

【链接】
““法法治治沙沙龙龙””现现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