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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DONG 浦东

A4

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和气餐厅

遗失上海市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证

号：（2012）浦字第15530063号，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齐永芹，特此声明。

上海亚希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编

号：（沪）JZ安许证字[2004]170027，特

此声明。

顾丽莲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

件编号：31022500301172，发证日期：

2008年2月，声明作废。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广际

宠物用品商店遗失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通用定额发票（伍拾元）一本，起讫号

码：00668051-00668100，声明作废。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最近，川沙制订出台了《川沙新镇迎

迪士尼开园市政市容环境建设600天行动

计划》，一场历时 600天的“十大行动迎开

园”活动，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势，

在川沙新镇启动。

这次川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

市容环境整治行动，涉及面积为两个 30
平方公里，即以川沙新镇城区为中心，东

至川南奉公路，南至迎宾大道，西至栏学

路，北至华夏东路，区域面积约 30平方公

里。辐射区在现有区域上向南扩至周祝

公路，增加面积约30平方公里。

600天“十大行动迎开园”，分市政配

套、道路美化、交通保畅、河道整治、增林

增绿、小区整新、食品安全、农业增色、农

村洁净、智慧川沙等十个方面，计划实施

项目 76 个，以城区市政市容环境建设管

理为标准，达到“五个整治、五个整容、五

个整新”的目标，基本囊括了城市管理、市

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有数十万居民从中

受惠受益。

《迪士尼开园市政市容环境建设 600
天行动计划》组织方和实施方开出了详细

的“菜单”。可以看到，关系到城市面貌和

百姓生活的一批民生工程被提上了突出

的位置。在市政配套方面，川沙城区雨污

水二期改造、沿线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和川

沙老城区 1.2平方公里区域重点养护、川

沙路（华夏东路-川环南路）段实施提升性

维修等工程项目的实施，将极大改善居民

的宜居环境。以“整洁、有序、美观、安全”

为标准的区域内 82条道路将实施一体美

化。规范城区主要道路停车管理，增加相

关停车标识牌及百个道路停车泊位，有效

改变城区交通拥堵现象。

为了使600天“十大行动迎开园”真正

惠及民生，取得实效，川沙新镇会同新区

有关部门建立了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班

子，在组织保障、资金保障、管理保障、宣

传保障、创建保障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

效措施，分解落实组织实施的工作责任，

确保各阶段重点项目。

整治区域60平方公里 数十万居民将从中受益

川沙“迎迪士尼开园600天行动”启动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4月 21日，浦东举行 2014年女带头

人协会会员大会暨“巾帼建新功，共筑中

国梦”风采展示，一批女带头人展示了农

产品创意作品和“帼农”品牌农产品。

去年，浦东女带头人协会以“浦东巾

帼丰收季”为主题，在桂峰果蔬专业合作

社、香嘭嘭玉米专业合作社、平棋葡萄种

植专业合作社开展了“生态草莓”、“绿色

玉米”女农民科技节等“巾帼丰收季”活

动，通过活动来帮助农民树立现代农产

品营销理念，引导农民科技致富，扩大浦

东“妇字号”农产品的知名度。

今年，女带头人协会将继续致力于

开展“帼农”品牌建设。“作为协会第一个

打造的精品农产品联合品牌，将推动合

作社与城市社区对接，提高农产品附加

值。”协会负责人表示，她们还将积极挖

掘和培育新型女性职业农民，重点关注

合作社女带头人等农村女性群体，不断

提升女带头人的生产技能和综合素质。

4月19日，一场主题为“环保小创意，

资源大利用”的世界地球日少儿创意绘画

活动在新场镇文化中心举行，孩子们用多

彩的画笔、环保的材料、无限的想象，描绘

了一幅幅低碳环保的作品。

作品《花颜春色》用废弃的一次性

纸杯剪出立体的花朵，绘上鲜艳的色

彩，富有春天般的蓬勃生机；《海底世

界》由生活中包装用的泡泡塑料膜剪

出，海草、海鱼、水母活灵活现，美丽的

海底世界跃然眼前；作品《太阳下的小

狮子》由易拉罐与纸杯巧妙组合，创意

出两只活灵活现的小狮子。

□通讯员 陆燕玲 摄影报道

■通讯员 马倩 浦东报道

4月17日，来自浦东医院、南华医院、

南汇精神卫生中心、浦东眼牙病防治所

等“惠民医盟”的26名专家志愿者走进宣

桥镇助残服务社，为百余名残疾人和老

年人提供免费的体检和专家咨询服务。

泌尿外科的咨询台前几个老人好奇

地凑在一起，原来是浦东医院泌尿外科

陈长青医生正在用画画的形式为一位压

力性尿失禁的女患者讲解。原本枯燥难

解的医疗原理在陈医生的笔下被生动地

以线条画形式呈现了，患者连连点头，在

听了陈医生的治疗方案后也缓解了自己

的紧张情绪。

43 岁的沈女士是个侏儒症患者，从

小受人异样眼光的她性格内向，一直在

大厅门口张望，看到她下眼睑处有个肿

块，志愿者连忙把她带到眼牙病防治所

专家周玉娣医生处。周医生仔细检查后

指出，这个肿块影响了病人的视力，如不

及时治疗，就有可能转成肿瘤，建议她到

医院作进一步检查。周医生还特地找到

服务社的负责人，拜托他提醒沈女士的

家人及时带她治疗。

40岁出头的潘女士一紧张便口角抽

搐，是浦东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肖伟忠的

老病人。在当天的义诊中，肖医生为病

人详尽讲述了后续治疗的过程及平时的

注意事项。

“惠民医盟”是一个以浦东医院为主

的卫生服务团体，自2013年3月5日成立

以来，医盟的服务对象不断向农民工、残

疾人延伸拓展。

■通讯员 丁国祺 浦东报道

每天清晨和黄昏，在曹路大居中虹

家苑小区，一位老人，一手提着纸袋，一

手拿着垃圾钳，看到小区道路上、草坪上

的狗粪就弯腰捡起装袋。一圈下来，纸

袋胀鼓鼓，然后老人把狗粪倒在“育苗基

地”小树苗旁。如此已经2年，既清洁了

环境，树苗也长高了许多。这位老人就

是该小区居民孙瑞。

老孙今年 65 岁，老家在辽宁沈阳。

1992年老孙全家随爱人迁入上海虹口区，

2011年由虹口动迁到曹路大居中虹家苑。

曹路大居中虹家苑总户数 2637户，

居民全部来自虹口虹镇老街。入住曹路

后，养狗业主日益增多，狗多狗粪也多，给

居民的安全出行造成了隐患。老孙看到

后就闲不住了，回家拿了簸箕扫帚，看到

狗粪就清扫。如何处理这些狗粪？种田

出身的老孙深知狗粪肥效高，作为小区绿

化肥料一举两得。老孙的行动得到了居

委的支持，居委把一把捡垃圾的专用钳子

送给老孙。每天拾狗粪需要弯腰几百次，

老孙笑着说：“开头一周确实有点累，腰酸

背疼，后来就习惯了，就当早晨锻炼，身子

骨比以前硬朗了！”老孙的行动，感染了养

狗的居民，现在，老孙每天捡到的狗粪明

显减少，老孙省力了。

居委会为提高居民护绿爱绿理念和

小区综合管理水平，决定成立小区“志愿

者护绿队”，队长人选毋庸置疑，大家一

致推荐孙瑞。老孙当队长，专业对口，他

曾在东北林业局干过好几年，还有林业

工程师职称。中虹家苑小区西南围墙边

有一片地，那曾是居民毁绿种菜的“重灾

区”，经居委、物业、居民代表共同协商，

一致同意在那里搞一个“苗圃试验地”。

老孙带领队员们清场翻地，把拾到的狗

粪作为树木有机肥，基地里各类树种都

一一挂牌。目前经过护绿队插枝培育的

各类花草、乔木灌木开始发芽生叶，估计

经过 2年左右即可移栽。老孙笑着说：

“今天我们在自己家园栽了树，我们在慢

慢变老，可我们栽下的树木却在逐年长

高，将来就可以让我们中虹家苑的子孙

乘乘凉。”

■通讯员 唐凌云 唐品璋 记者 李音

4月 18日，由浦东新区癌症康复协

会主办、惠南镇文化服务中心协办的

“纪念康协成立 20周年庆典活动”隆重

举行，600多名癌症会员欢聚一堂。

20年前，原南汇癌症康复协会注册

成立，从而开启了科学抗癌、群体抗癌

之路。20年来，康协的会员队伍从建会

之初的 31人发展到现在的 600多人，从

最初的一个康复小组扩展到现在的8个

康复站，会员的5年生存率达70％，特别

是建会初期的 31名老会员 20年生存率

高达77％，创造了抗癌史上的奇迹。

康协秉承“为全体会员服务，为全社

会的癌症康复事业服务”的宗旨，以新会

员培训、科普讲座、康复经验介绍、心理

疏导等科学抗癌形式，帮助会员正确认

识癌症。平时，会员们还经常以唱歌跳

舞、康复旅游、小型运动会、参与社区演

出、“五整年”庆生会、联谊交流会、文明

共建等形式，营造温馨和谐的康复文化

氛围，相互鼓励，重扬生命风帆。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 2014年

上海市高中学校“提前招生录取”方案。

今年本市共有 63所高中学校（分校单独

以1所学校计算）进行“提前招生录取”工

作。其中，自荐招生总计划数为4074人，

比去年增加约 5%；推荐招生总人数为

4479人，较去年减少了约4%。

记者了解到，今年浦东新区共有7所

高中参加提前招生录取，将在全市范围招

收自荐生 515名，具体为进才中学 72人、

建平中学60人、洋泾中学96人、南汇中学

112人、川沙中学 80人、上海中学东校 53
人、复旦附中浦东分校42人。此外，市教

委直属的 6所高中学校自荐生招生人数

分别为：上海中学 137人、上师大附中 70
人、华师大二附中 130 人、复旦附中 128
人、交大附中129人、上海实验学校35人。

根据日程安排，凡符合“提前招生录

取”资格的考生须于5月11日9：30至5月

13日12：00登录“上海招考热线”网站，上

网填报志愿。5月 19日前各校需完成面

试，面试对象、方式及要求需参见相关学

校的招生方案。5月24日至5月27日，招

生学校将通知自荐预录取考生在考试院

指定网站进行网上签约。5 月 26 日至 5
月 27日，考生可在“上海招考热线”网站

查询推荐生第一、二志愿预录取情况。6
月7日前，考试院将公示提前招生预录取

考生名单。7月21日前，所有招生学校将

发放“提前招生录取”通知书。

国际班招生与提前招生录取时间同

步开始，由学校根据招生方案自主录取。

参加国际班招生的学生可同时选择填报

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提前批招生的志愿，

如一旦被推荐预录取或自荐签约预录取，

则不再参加国际课程班的签约。根据日

程安排，6月9日至6月12日，国际课程班

招生学校将通知预录取考生在考试院指

定网站进行网上签约，7月 15日至 16日，

提前招生学校和国际课程班将正式录取

符合条件的预录取考生。

目前，63 所高中学校已经公布了各

自的“提前招生录取”方案，具体详情可登

录“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查询。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益鹂俊

46岁的王小树静静地躺在床上，癌

症复发的她有着诸多的放不下：放不下

身患精神疾病的丈夫，放不下上小学的

女儿。昨日，凌桥居委干部又如约前来

探望，这让王小树备感温暖。对于居委

长期给予的关怀，王小树抽泣道：“你们

比我的兄弟姐妹都要亲。”

2008年，王小树一家搬入凌桥居委

一个月后，她丈夫阿良精神病复发。王

小树一直无业在家，全家全靠阿良一人

的重残无业救助金艰难度日，生活费和

医药费使他们不堪重负，走投无路的王

小树走进了凌桥居委寻求帮助。居委会

了解情况后，当即向高桥镇党委、政府反

映，为王小树家申请了帮困补助。

居委会了解到夫妇两人当初在外地

相识，由于阿良的病情家人反对两人成

婚，两人并未领取结婚证就生活在一起，

而后出生的女儿也因此没有申报户口。

居委将王小树一家列为重点帮扶家庭，

经常上门走访并帮助他们补办了结婚证

书、小孩户口及王小树的居住证等一系

列证件。在居委会的协助下，王小树找

到了一份工作，阿良病情也日渐稳定，一

家人的生活有了好转。

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王小树被诊

断患上肿瘤。一直关心这个家庭的居委

会再次站了出来，他们帮助王小树联系

医生咨询。社区里的助残员和居家服务

人员每周上门帮助王小树。

王小树的病情日益严重，她更多的

是担忧丈夫和女儿。“对于后续问题，凌

桥居委责无旁贷，我们会一直关注、关心

这个家庭。”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徐浩蓉

说。

惠民医盟进社区送关爱

推荐生名额减少 自荐生队伍扩容
2014上海市高中学校提前录取方案公布

新场举办环保创意绘画比赛

浦东女带头人创“帼农”品牌

他把保洁护绿当晨练

浦东康协会20年创造生命奇迹

癌症患者
5年生存率70％

高桥镇倾情帮扶困难家庭

“你们比我的
兄弟姐妹都要亲”

彩豆画展示吸引“女带头人”。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