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韩漪 美编：梁文珊 校对：段丁

综合

2019.9.12��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A18

上海迪士尼启动食品携带新规

自热食品和榴莲

禁止带入迪士尼

信息时报讯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昨日宣布， 开始正式实施主题乐园的

食品携带新规。

近期， 上海迪士尼乐园因为携带

食品的规定屡屡被推上风口浪尖。 就

在 6 日，有媒体报道，上海迪士尼乐园

调整食品携带政策后， 马上就有游客

携带西瓜入园， 于是再度引发社会热

议。

昨日，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专门就

食品携带新规进行说明。 上海迪士尼

方面明确表示，即日起，游客可携带供

本人食用的食品及饮料进入上海迪士

尼乐园， 但不允许携带需加热、 再加

热、加工、冷藏或保温的食品及带有刺

激性气味的食品。 不可携带入园的食

物包括(

但不限于

)：需加热水食用的方

便面、 带自热功能的食品， 以及榴莲

等。

游客将继续可以携带瓶装水和饮

料入园，遍布乐园的 50 多个直饮水供

应点和 20 多个热水供应点也将继续

为游客免费提供饮用冷热水。 酒精饮

料、 罐装和玻璃容器仍将被禁止携带

入园 (

小型婴儿罐装食品除外

)。 对于

有需要将不可携带入园的个人物品进

行寄存的游客，度假区已推出每日 10

元/件的寄存服务。

上海迪士尼乐园表示， 游客可在

乐园内的指定野餐区域享用自带的食

品和饮料，但需要遵守垃圾分类准则，

并共同维护干净整洁的乐园环境。

伴随食品携带新规而来的，是“更

友好、人性化”的安检流程和服务。

上海迪士尼官方指出， 确保所有

游客和演职人员的安全是上海迪士尼

度假区进行一切工作的首要原则。 度

假区的安全检查程序建立在全球迪士

尼乐园 60 余年的运营经验基础之上，

并且每一座迪士尼度假区目的地每天

都在执行类似的安全检查程序。

为了尽可能降低安全检查对游客

体验的影响，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建议

游客在安检时可以自己打开包袋，如

安检人员有要求， 游客可自行将可疑

物品取出，并在完成检查后放回。并且

度假区还将在未来采用如 X 光机在

内的安检设备， 辅助人工服务等手段

进一步优化安检流程。

上海迪士尼乐园重申， 不得携带

入园的物品包括

（但不限于）

：易燃易

爆物品；任何类型的武器；仿真武器或

玩具枪；需加热、再加热、加工、冷藏或

保温的食品及带有刺激性气味的食

品；酒精饮料；罐装或玻璃容器；尺寸

超过 56 厘米×36 厘米×23 厘米的箱

包、容器或行李；手推车及带轮子的运

送工具；带滑轮的玩乐装备；大型专业

摄影、摄像器材和其他相关工具；大型

三脚架、折叠椅及凳子；动物；相关法

律禁止的物品及其他具有危险性或破

坏性的物品。

而基于安全考量，个别手提包、包

裹或其他物品可能无法携带入园。 对

无人看管的物品，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也将作适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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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9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出决定，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

特赦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

经过有关部门的有序高效工作，

一批符合特赦决定规定的老年人、未

成年人、 女性罪犯在我国传统的中秋

佳节前夕被依法释放。 他们纷纷表示，

感谢党和国家对他们的无比关怀，一

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做一个对

社会有用，对家庭负责的守法公民。

“当我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时，想

到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时，

顿时对生活和未来失去了信心， 而习

主席颁布的特赦令又给了我重生的希

望，感谢习主席，感谢政府，感谢监狱

警官在炎热的夏天为我奔波取证。 ”站

在法庭上的刘某宏激动的心情久久未

能平静，“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能

够在这样的节日与家人团圆是我不曾

想到的事情， 这个节日我会好好陪陪

儿子。 ”

2018 年， 刘某宏因赌博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 服刑期间，不幸的事情

在这个家庭发生， 刘某宏的丈夫在

2018 年 11 月 27 日去世， 留下了仅 14

岁的儿子小伟独自一人在亲戚家。“感

谢特赦，让妈妈回家，我不再孤单了。 ”

小伟说，他会努力学习，将来做有益于

国家的人，回报社会。

2019 年 9 月 2 日， 湖南省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刘某宏完全

符合特赦的条件， 根据特赦令的相关

规定依法予以特赦。

当天， 刘某宏的姐夫也来到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 他说，习主席的特赦

令， 让我们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女性

的特殊关怀， 让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

重拾往日的温暖。

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所属天堂河

女所，刚刚过完 19 岁生日的田某从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手中拿到

了特赦裁定书。 1 年多前，失恋后的她

开始沉沦， 伙同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犯

罪，最终获刑入狱，刑期 1 年 10 个月。

“被抓的那一瞬间，我的内心反而

轻松了。 ”在随后召开的北京市监狱管

理局特赦教育大会上， 田某这样剖析

自己： 非法所得虽然让她吃穿用都比

别人好，但依然难掩内心空虚。“我很

清楚，那些钱是以伤害别人为代价，不

是堂堂正正挣来的。 ”

“经过综合评定，我们认为田某服

从管理，学习认真，态度端正，在班内

能够帮助学习吃力的罪犯学习， 综合

表现良好，无违法违纪行为。 ”天堂河

女所副所长张拥春说。

2019 年 6 月底， 田某在所内每晚

组织集体观看新闻联播时获悉了特赦

这一消息。“看到自己符合‘犯罪的时

候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

特赦条件，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随

后，田某就书写了申请书。 2 个月后，她

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特赦申请获

批。

田某告诉记者， 被赦了刑并不意

味着赦了罪， 以前对国家和社会造成

的伤害要用一生来弥补。“在女所的这

些日子，女儿有了很大改变。 长大了，

也懂事了。 ”从山西老家赶来接女儿的

田某父亲告诉记者， 党和政府的好政

策让一家人中秋前夕可以重聚， 万分

感激。“我一定会倍加珍惜，履行好做

父亲的责任， 引导她走上正确的人生

道路。 ”

同样属于特赦决定中第七类罪犯

的张某海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4 个月，罚金 3 万元人民币，刑止

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29 日。

海南省三江监狱刑罚执行科副科

长吴清东告诉记者， 特赦对象张某海

在服刑前主动将诈骗犯罪赃款 7 万元

退给受害人并取得谅解； 在三江监狱

服刑期间做到认罪服法， 服从民警管

教，遵守各项监规制度，积极参加监狱

组织的各项教育学习和生产劳动，没

有发生违纪违规的行为。

张某海获特赦后的心情非常激

动：“国家越来越强大， 社会越来越进

步，感谢国家和政府给我这次机会，早

就盼着回家的一天。 最想跟爸爸、妈

妈、 弟弟、 外婆一起吃一顿中秋团圆

饭，我现在特别想吃妈妈做的鱼。 ”张

某海说， 家里已经买好了月饼等他回

家团圆。

每逢佳节倍思亲。 现年 77 岁的乌

尼某某做梦也没有想到， 有生之年还

能和家人再次团聚， 还是在中秋佳节

到来之际。 2016 年 7 月 15 日，乌尼某

某因犯非法制造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年， 那种绝望让他一度有了轻生

的念头。

9 月 3 日上午， 四川甘孜监狱内，

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

督庭庭长袁军宣读了对乌尼某某的特

赦裁定。

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

的乌尼某某激动得有些声音发颤。 他

告诉记者，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特赦令》，意识到自己符合第六类标

准时，简直不敢相信。“监区干部也为

我感到高兴， 家人和乡亲们得知后也

特别的高兴。 虽然我犯了罪，国家依然

没有放弃我。 ”

“感谢习主席、 感谢党对高龄、残

疾罪犯的关心， 让我叔叔在有生之年

还能享受天伦之乐， 中秋佳节能够与

家人团圆。 我们将以自家这个活生生

的例子来宣传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带

头遵纪守法。 ”紧紧搀扶着老人，乌尼

某某的侄子乌尼乌合眼含热泪。

特赦令给了我重生的希望

———中秋前夕一批特赦对象被依法释放

广东4所高校将迎来新变化

“广州交通大学”“广州工学院”等新校名或诞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

员 粤教宣）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教育厅

了解到， 近期广州市政府申请设立广

州交通大学、 佛山市政府申请佛山科

学技术学院更名为广东科学技术大

学、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天河学院申请

转设为广州理工学院、 广州大学华软

软件学院申请转设为广州工学院。 根

据《高等教育法》《普通本科学校设置

暂行规定》，省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办

公室拟于近期组织专家组对上述申报

事宜进行实地考察， 现将列入考察的

学校名单向社会予以公示。

公示期内

（

9

月

10

日

~9

月

15

日）

，对公示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

办学行为或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等问

题， 均可向教育厅发展规划处以书面

形式反映。 以单位名义反映的应加盖

公章， 以个人名义反映的应署真实姓

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否则恕不受

理。

书面意见请于 9 月 15 日前通过

邮寄或电子邮件

（扫描件）

方式反映。

受理部门： 广东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

（广州市东风东路

723

号 ）

。 邮编 ：

510080； 联系电话：020-87304962；传

真：020-37627474。

专任教师（人）

617

1158

596

664

拟考察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广州交通大学

广东科学技术大学

广州理工学院

广州工学院

建校基础

广州航海学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天河学院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办学地点

广州

佛山

广州、惠州

广州

校园面积（亩）

977

2208.7

1226.91

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