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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警总队等三部门再次进驻滴滴平台

限期落实非沪籍驾驶员清理等整改要求

本 报 讯 9月7日下午起，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
队、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上海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联合
进驻滴滴（上海）公司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仅过了三天，9月11日下午，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
总队、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
处再次联合对滴滴（上海）公司开展安全专项检查，要求
滴滴公司切实履行安全主体责任， 坚决堵住平台管理漏
洞，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加快推进网约车平台合规化
进程。
9月11日， 执法人员会同网约车监管平台技术人员，
对滴滴数据接入情况进行实时核查。 核查过程中，执法人
员发现存在“
部分已完成订单的机动车驾驶证号为空”
“
部分订单缺失”
“
部分注册账号司机信息不全”等情况。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和市运管处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
滴滴公司应于2018年9月14日前向联合检查组提交书面

材料，内容包括上海地区平台注册车辆及驾驶员清册、上
海地区平台清理非法车辆及驾驶员情况、 上海地区平台
派单机制及运价生成机制、 上海地区平台全量数据和实
时数据上传情况、 上海地区平台落实乘客安全保障措施
情况等方面内容。
同时，根据整改要求，滴滴公司应于2018年9月17日
前向联合检查组提交五项整改事项的具体工作时间表，
包括限期落实上海地区平台注册的空号牌车辆清理；限
期落实上海地区平台注册非上海注册车辆、 非上海户籍
驾驶员清理；限期落实上海地区平台数据全量实时上传；
限期落实上海地区平台乘客安全保障措施； 禁止不合规
车辆及驾驶员在上海地区平台注册等。
作为行业管理部门，市运管处表示，平台公司要落实
依法合规经营主体责任。 对于满足
“
沪籍”要求但尚未取
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的注册驾驶员，平台

公司要督促其尽快到户籍所在地申请窗口办理相关从业
资格证的申请事项，并在其未取得从业资格证前，限制其
在沪接单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对于身份证号显示
“
非沪籍”的驾驶员，平台公司要采
取线上技术手段和线下实地认证等措施， 进行细致梳理后
予以清退。 对于非沪牌车辆，或经常被投诉存在线上线下不
符的
“
马甲车”，经核实后，平台公司要坚决予以清退。
近期，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将在全市范围内连续开展
重点整治非法网约车的行动， 并将联合公安部门对网约
车平台开展每周不少于两次的进驻式安全大检查。 同时，
结合首届进口博览会保障工作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在全
市重点区域加大路面执法检查力度， 严厉查处网约车非
法客运行为。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敦促滴滴公司应严格进
行事前审核环节，全量实时上传平台数据，同时加强事中
过程安全管控，切实杜绝安全隐患。

上马10公里精英赛今起预报名
10月21日鸣枪起跑
本报讯 据上海国际马拉松
赛主办方消息，2018上海国际10
公里精英赛将于10月21日7:30在
普陀鸣枪起跑，10公里项目6400
人、亲子跑600人，较去年增加了
1000人的10公里项目名额，大大
提高了跑者的参赛机率。
今年， 组委会将采用预报名
登记并抽签的报名方式， 预报名
于今日10:00开启， 并于9月15日
17:00结束， 抽签结果将于9月21
日下午公布。 本次赛事路段全部
在普陀区。 作为中国民族工业曾

经的发源地， 长风生态商务区经
过14年的开发建设，如今生态环
境优美，文化特色鲜明。此次也继
续将园区沿苏州河2.7公里黄金
水岸打造的80米至130米宽的绿
色长廊融入了赛事亲子跑。 为了
让跑者感受到更好的赛事体验，
今年的赛事路线进一步得到了优
化。今年组委会将针对去年2公里
处折返略有拥挤的问题进行改
良，将折返点调整至6.5公里处的
中江路上， 此次调整将有效扩充
赛道容量、提升跑者体验。

6月至今沪查获改装三轮车4300余辆

浦西最大空中连廊投入使用
上海浦西最大的地铁站空中连廊工程——
—地铁1号线莲花路连廊工程日前正式投入使用， 有效实现
了人车分流，缓解南方商务区域交通压力。市民通过空中长廊，就可以便捷地穿梭于地铁站、周边商务楼宇
和购物商城广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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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就餐发生食物中毒怎么办？
上海拟规定高风险食品企业主动投保
本报讯 因为外出就餐而发生食物中毒、 食源
性疾病，就赔偿问题和食品生产经营者扯皮不断？近
日，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上海市食品安
全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人体健康有
危害或者可能有危害的食品安全事件， 导致第三者
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责任
保险作出相关规定。

连锁经营食品企业可集中统一投保
《征求意见稿》指出，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应当根据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需要， 主动投保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根据《上海市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目录》，高风险食品包括食用植物油、肉制品、乳制
品、预包装冷藏膳食、冷冻饮品、生食水产品、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膳食食品、
即食蔬果、保健食品；集体用餐配送膳食、现制现售
即食食品、大型以上饭店、规模以上连锁餐饮企业。
其他食品生产经营者，鼓励参加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投保模式则采用集中投保与分散投保、 线上投
保与线下投保相结合的投保模式。 连锁经营食品企
业、 食品集团等可以集中统一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
险； 小型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可以由行业组织等集中
统一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保险人可以组成共保
体开展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承保业务。
新成立的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取得相
关许可证之日起30日内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已
成立的高风险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自本办法实施后
30日内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投保人应当与保险人依法订立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合同并支付保险费用， 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周期为1年。
保险合同期满前30日，投保人可以与保险人续保。

收齐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理赔
《征求意见稿》规定，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保险
责任应当包括：第三者人身损害，即被保险人因食品
安全事件导致第三者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造
成人体疾病、伤残、死亡等，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第
三者财产损失， 即被保险人因食品安全事件直接造
成第三者财产损失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不过，有些情形保险人则不予赔偿：被保险人的
违法、犯罪行为导致的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受害人
的故意行为导致的损害、损失；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其
他除外责任。
此外，《征求意见稿》 鼓励保险中介机构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供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相关保险
中介服务。 保险人应当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开展勘
查、定损和责任认定，核定被保险人提出的食品安全
损害、损失赔偿请求，并及时赔偿保险金。 对责任认
定较为清晰的第三者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 保险
人应当积极预付赔款，加快理赔进度。因投保企业的
故意行为导致的损害和损失， 保险人有权向致害人
追偿， 但保险人应当在食品安全责任保险限额范围
内先行垫付赔偿费用。
保险公司应当自收齐索赔材料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内完成理赔程序，特殊情况可以延长，鉴定时
限除外。

本 报 讯 人力三轮车安装
动力装置在路上行驶存在巨大
交通隐患。 日前，市公安局交警
总队机动支队一举捣毁三个制
售改装人力三轮车窝点。 据悉，
今年6月份以来，全市公安交警
部门共查获加装动力装置人力
三轮车4300余辆。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机动支
队执法队队长张浩表示，今年以
来已捣毁4个违法销售、加装人

力三轮车动力装置的窝点。人力
三轮车的原始结构是非机动车
架构， 所以制造时它的刹车、车
架子等都是按照低速行驶的非
机动车的标准来设计，擅自安装
动力装置后， 速度大大提高，这
对车身结构和刹车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它原来的设计标准是
远远不够的，这就会导致车辆行
驶时稳定性差，抖动厉害，极易
发生事故。

单间面积不小于15平方米
奉贤首批三家乡村民宿获经营许可证
本 报 讯 单体建筑不超过
800平方米， 房间不超过14间，
且单个房间面积不低于15平方
米。经营主体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营业执照、上海市特种行业许可
证、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等相关
行业许可经营证照。继上海颁布
《关于促进本市乡村民宿发展的
指导意见》 后，9月11日，《奉贤
区乡村旅游民宿管理暂行办法
（试行）》公布印发，结合奉贤实
际， 对乡村民宿的概念予以界
定，对开办乡村民宿的规范要求
和申办程序进行了较为明确和
详细的规定。
《暂行办法》明确，乡村民
宿就是利用依法建设的农村宅
基地住宅、 村集体用房或其他
配套用房等资源， 以旅游经营
的方式，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
和度假体验等服务的场所。 单
体建筑不超过800平方米，房间
不超过14间， 且单个房间面积
不低于15平方米。 在具体操作

层面， 须符合乡村民宿发展区
域规划、开发经营主体、民宿用
房、 消防安全等方面的相关要
求。 在上述条件符合、经营主体
提出申请之后， 区乡村旅游民
宿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将牵头各
相关部门实行联合受理、 联合
审查、联合踏勘、一站式备案的
制度， 并要求经营主体按照相
关规定办理营业执照、 上海市
特种行业许可证、 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等相关行业许可经营
证照。 事后，各相关部门、街镇、
社区还将定期开展联合执法检
查、协同全程监管。
截至目前，奉贤区已形成以
四团镇农展村
“
东篱竹隐”、柘林
镇华亭村
“
南亭集序”、庄行镇潘
垫村
“
李记民宿”等为代表的首
批民宿，并于9月11日获颁经营
执照。青村镇吴房村结合市乡村
振兴示范村试点创建，正在整体
打造的民宿集聚点也将于今年
10月底试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