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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影响评价信息

建设单位上海宇特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就“唐镇新市镇 A-6-4 地块

商办项目”委托上海市环境保护事业

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现

根据国家法规及规定，向公众进行信

息公告。

建设地点：地块东至齐爱路，南至

高科东路北侧10米绿线，西至曹家沟东

侧绿线，北至规划银樽路（原名纬四

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信息发布

文本）网络链接：http://www.envir.gov.
cn/docs/2014/20140429369.htm，公众可

通过公示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

位进行意见反馈。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忙碌的父母，沉默的孩子，成长中的

家庭遇到了烦恼——去“成长加油站”寻

求帮助吧。5月3日，北蔡10个“成长加油

站”服务点正式授牌。

“成长加油站”前身是北蔡“蓝豆”青年

服务队。2010年，北蔡镇团委汇聚世博小

蓝莓志愿者资源新建这支队伍，专门服务农

民工子女。2011年，该镇开通“北蔡青年”微

博，在原来基础上吸引了一批北蔡志愿服务

青年。2012年，北蔡青年联谊会成立，创新

区域化大团建格局，倡导各界青年参与公益

活动。2013年，北蔡青联启动了实事项目

“成长加油站”，服务对象拓展至生活居住在

北蔡的所有家庭。青年志愿者们进学校、进

企业、进社区，项目运行至今1年，已经帮助

北蔡8113户家庭疏导“成长的烦恼”。“成长

加油站”还荣获了2012-2013年度浦东新区

十佳青年公益项目。

10个服务点分别位于 10所学校。育

童小学是服务点之一，优势是心理学科，

学校时常举办专题讲座。10岁男孩沈力

的妈妈因为与孩子交流障碍，来到该校听

了几次讲座，这才知道原来不能随便动孩

子的玩具、零花钱，更不能因为孩子一点

小错误随便骂他。此后，沈力妈妈学着慢

慢静下心来聆听孩子的心声，渐渐了解了

内向儿子的想法。妈妈答应儿子以后把

他当作大人看待，沈力也答应妈妈有事情

要说出来、不憋在心里。北蔡中心小学罗

丽萍老师说，“成长加油站”能给予家长正

确的育儿理念，能帮助孩子快乐、健康成

长。御桥小学陆靓老师也表示，该项目更

重要的是提升了家庭的亲子关系。

“成长加油站”服务点负责人之一沈碧

卿认为，这个项目体现了社会、学校、家庭

三方联动。志愿者李文静坦言，她参加北

蔡镇的志愿服务之前曾独自一人去过儿童

福利院，参加过一些社会公益组织，但是总

感觉帮不到点子上。北蔡镇团委书记封丽

丽介绍说，“成长加油站”的优势之一是创

新服务模式。该项目依托北蔡青联、社会

组织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青联会发布

服务项目，各青联队伍和服务点自行申报

承办。”封丽丽说，1年来，北蔡引进社会组

织1家，建立服务站点10家，进社区、企业

13家，服务家庭8113户，组织系列活动80
场。参与讲座的居民达10673人次。

志愿者骨干邱老师赞道：“北蔡青联搭

建的服务平台，让学校、企业、社区、家庭在

良性互动中，把‘成长加油站’建成了家长、

社区喜爱的教育驿站，走出了一条关注家庭

成长的道路。”满意度调查中，北蔡98%的年

轻家长希望“成长加油站”服务继续开展。

■实习生 徐阳 记者 洪浣宁

“这块是人保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全国专利系统先进集体铭牌，这

块是……”说起荣誉，浦东生产力促进中

心（同知识产权中心）知识产权服务部部

长陆正宇可谓如数家珍。自从2006年从

浦东科委办公室调任到如今的岗位，她

已记不清为单位争取过多少荣誉。

2004年前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普

遍比较薄弱。那两年全市大力提倡科教

兴市，许多从前只是停留在嘴上的概念被

提出要实体化，其中就包括自 2000年以

来越来越受重视的知识产权工作。2006
年，在科委安排下，陆正宇正式参与浦东

知识产权中心的实体化筹建工作。

如何将虚拟的概念搬进现实？陆正

宇刚接手就面临着难题：平台的选址、功

能的定位、资源的引进以及一系列的建

设方案都无前例可借鉴。陆正宇四处奔

波：到张江等高科技园区各类型企业中

听取他们的需求；到浦东各大律师事务

所及相关机构了解他们的服务范围。逐

渐地，她摸清了知识产权在市场上的服

务空白；同时明晰了知识产权中心的业

务重点：作为浦东政府服务社会的窗口，

建设并运作好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平台，集聚各方优质资源为浦东社会

提供知识产权的一体化服务。平台将以

公共服务为主，并不断发展专业化的专

利检索和司法鉴定等功能。

经过一年的调研与准备，中心正式迎

来了平台揭牌仪式。平台建成了，陆正宇

又开始着手平台的宣传工作。“我到各院

校请专业学者以及业内资深代理人来到

知识产权中心对企业家们进行培训，以提

高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宣传起到了作用，

越来越多的企业知识产权工作者表示希

望能接受培训。如今，知识产权中心每年

举办类似的讲座培训论坛多达20几场。

然而此刻的陆正宇已经停不下来。

她开始构思着如何为浦东知识产权中心

引进国家、市级知识产权局资源。就在

此时，“审查员实践基地”项目的出现引

起了她的注意。据介绍，专利审查员审

查专利是根据现有技术资料来做三性判

断，常常会对企业专利的创造性产生疑

问。同时，也有企业抱怨审查员不了解

企业需求和市场走向。这样就会耽误一

些潜力专利的授权。而有了这个项目

后，审查员会定期来到企业实地考察，并

与企业保持沟通，双方的需求会被更好

的平衡。陆正宇坦言，“当时为争取到这

个项目，费了很大心血：从写方案、试运

行，审查员到浦东的吃住行，每一个细节

都要认真落实。”2008年，陆正宇终于从

国家知识产权局手中把这一重点资源捧

回了浦东，而这个在全国也是第一家。

如今，平台已经面向社会集聚并提

供了专利资助政策受理、教育培训、专利

审查员实践等服务，并积极推进和帮助

张江高科技园区、康桥工业园区等6家园

区成功申报国家级、市级知识产权示范、

试点园区。“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知识

产权服务集群，通过满足区域需求，最终

助力浦东经济发展。”陆正宇表示。

主办：浦东新区科协 浦东时报社

科普生活馆科普生活馆

醋熏屋子预防不了感冒
民间有用醋可以消毒、杀菌和预防

感冒的说法，故一些人将醋倒入锅内烧

开，然后关闭门窗，让醋挥发，借此预防

感冒。但笔者查询资料，并未找到醋能

杀死病毒的研究报告。

很多人认为醋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可能是因为醋里含有醋酸。醋酸在一定

浓度时的确有消毒、杀菌作用，但效果并

不是很好，即使浓度很高，也不推荐使

用。而食醋中所含醋酸浓度很低，远远

起不到消毒的效果。醋作为调味品味道

不错，但不宜作为消毒剂使用。

熏蒸食醋如果浓度过高、时间过长，

其所散发出的酸性气体对呼吸道黏膜有

刺激作用，尤其会导致气管炎、肺气肿、

哮喘等患者的病情发作或病情加重。严

重的会灼伤上呼吸道黏膜，尤其对小孩、

老人和哮喘患者影响较大。

除了熏蒸醋，很多家庭还会用过氧

乙酸和来苏水杀菌。这些药物氧化能力

强、酸性大，除了对人体不安全外，对家

具也有一定的腐蚀性。如果一定要对房

间进行消毒，应到卫生防疫部门请专业

人士，根据房间的大小，配比相应浓度的

药液进行喷洒或熏蒸。

对于家庭而言，预防感冒以及消

毒最好的办法就是通风，而不是盲目

采用熏蒸食醋的方法。此外，人们应

适当进行户外活动，在雾霾天尽量减

少外出。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薇

家住塘桥地区的居民杨先生与妻子

何女士在家中分别接到诈骗电话，险些

被骗走家中所有积蓄：265万元。4月30
日，浦东警方与电信骗子隔空对战，成功

在265万元转账前一刻将其截下。

4月30日，何女士在家中接到“自来

水公司”电话，通知她在松江的一套房子

欠了巨额水费。“不会吧，我在松江没房

子。”何女士的电话随即被转接到了“公

安刑侦部门”。“刑侦部门”声称何女士涉

嫌洗黑钱，有可能身份信息泄露了。在

“查证”过程中，对方套取了何女士的家

庭情况。随即，何女士丈夫杨先生也接

到调查电话，对方诱骗夫妻二人分别带

好银行卡，按照电话指示立即到银行把

钱转入“安全账户”。

去银行途中，杨先生在北园路上碰

到了武装巡逻的塘桥派出所民警老顾和

老徐。“请问，公安是否会为百姓提供安

全账户？”杨先生多了个心眼儿，咨询两

位民警。老顾二人再三强调，公安、检察

院、法院等部门不会通过电话办案，更不

会有安全账户，那都是骗子的伎俩。“骗

子还会虚拟各种部门的电话号码，千万

当心！”杨先生这才意识到遇到诈骗，当

即赶回家中找妻子。

然而，何女士已不在家中。杨先生连

忙报警，民警小包接警处置。16：20，小包

联系上杨先生。“我们要和骗子抢时间，对

方会一直跟何女士通话，防止有人从中劝

阻。我们要赶在何女士转账前找到她。”

小包和杨先生赶到何女士可能会去的一

家银行发现关门了。于是，小包开车载着

杨先生在辖区内的各银行网点搜寻何女

士，同时一直拨打何女士电话。近半个小

时后，何女士的电话终于通了。原来由于

附近的银行关门了，何女士正赶往东方路

南码头路的另一家银行。小包立即叮嘱

她千万不要对银行卡做任何操作。几分

钟后，小包与杨先生赶到了这家银行。隔

着玻璃门，杨先生看到了正在ATM机前

的妻子，赶紧配合小包把她叫了出来。

警方提醒：对于近期出现的冒充自

来水公司的欠费来电，一定不要轻易相

信！记住：①挂断电话→②拨打供水热

线核实或直接拨打110→③及时与亲属

取得联系，防止骗子利用掌握的家庭信

息继续诈骗。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日前，“国际注册会计师综合能力资格

认证考试 IIPQ-CCPA 项目”挂牌仪式在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举行。这是自去

年年底该项目正式登陆中国后，首次牵手

国内的高职院校。

IIPQ（国际职业资格协会）总部位于

英国，IIPQ-CCPA 是由国际职业资格协

会根据当今世界会计从业人员职业发展的

最新理念和最新研究成果，开发出的一套

国际先进的会计从业人员从专业知识到综

合能力提升的资格认证体系。证书分为

初、中、高三个等级，初级针对在校大学生，

中级针对会计主管级人员，高级针对财务

总监及以上人员。考试通过者可获得国际

职业资格协会颁发的相应级别的国际注册

会计师综合能力资格认证书。

此次IIPQ-CCPA牵手工商外国语职业

学院，将在英国原有的课程体系基础上加入

《中国税法》等本土的课程内容，并为师生度

身定制相应的培养方案。CCPA中方代表张

成介绍，目前国内会计行业的从业者数量达

到2400万。IIPQ-CCPA教学体系的相关课

程，将从企业用人的实际需求出发，重点关注

技能实践，并融入大量的案例分析和角色扮

演，以促进专业人才综合能力的提升。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院长朱懿心

透露，今年 9月将在会计专业的大一新生

中挑选约50名学生进行定向培养，其他学

生 也 可 通 过 选 修 的 方 式 在 校 接 受

IIPQ-CCPA项目的培训，“我们希望借此

契机促进会计专业的教学改革，并带动其

他专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朱懿心表示。

社会 学校与家庭三方联动

北蔡“成长加油站”服务家庭成长
浦东警方抢速度
电信骗子未得逞
保住市民积蓄2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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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虚拟变为现实的“魔术师”
——记浦东生产力促进中心知识产权服务部部长陆正宇

陆正宇

IIPQ-CCPA项目
首次牵手高职院校

“微体验”系列活动达人——金茂君悦大酒店西点师傅付薇（右二），教大家学习蛋糕裱花等技艺。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日前，由区总工会主办的“劳动美、

技能秀、达人梦”达人风云秀活动将浦

东职工技能达人微体验系列活动推向

高潮。来自必胜客、香格里拉、东昌、上

海钻石交易所、极地研究中心等各行各

业的 10 名达人明星，走出自己的专长

领域，重新当了回“学徒”，亲身体验了

不同岗位的魅力。

据了解，去年区总工会制作了全市

首份区级职工需求状况调查报告，对不

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不同职

位的职工群体需求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和分析。针对报告结果，结合职工队伍

日渐年轻化、需求多元化的现状，区总

工会推出了 9 期岗位技能“微体验”系

列活动。

活动中，区总工会着眼浦东科技、

餐饮、旅游等领域的一线岗位，甄选

出富有代表性、感召力的技能达人，

经过 8 个月的体验活动，10 名达人脱

颖而出。与此同时，浦东职工通过微

博、微信等网络报名方式，也成功当

选“梦想体验员”。此后，技能达人们

带领“梦想体验员”感受了调酒师、品

酒师、厨师长、交警、汽车维修工、珠

宝鉴定师等职业，让公众了解达人背

后的精彩故事，也传递出了劳动最光

荣的意义。

浦东职工技能达人微体验完美“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