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昨天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申城公

益风尚再度掀起。“我们的年轻范——为

了孩子，留下爱”上海青年全城劝募行动

举行。在浦东，共青团浦东区委携手心爱

志愿服务社、浦东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等

机构，在 96广场和浦东商场成山店展开

劝募。据悉，筹集的善款将用于帮助有心

理问题的贫困孩子。

96 广场是劝募行动浦东分会场之

一。周末前来这里购物、娱乐、聚餐的市

民络绎不绝。他们欣赏着志愿者们青春

洋溢的表演，聆听着深情的演讲和动人的

故事，纷纷慷慨解囊。在浦东商场成山

店，“小手牵大手”爱心结对活动也火热进

行，不少市民自告奋勇地来到舞台前，为

贫困孩子送上祝福和寄语。此外，共青团

浦东区委还邀请多位青联委员、企业老总

等爱心人士串场主持，用自己的公益行动

号召更多的伙伴关注那些需要心理帮助

的孩子。

据了解，“我们的年轻范”上海青年全

城劝募行动作为上海青年风尚节的一部

分，是由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等共同搭建的青年社会组织展示风

采、筹集资金的平台。在劝募行动中，浦

东共有37个风尚小队、近200名志愿者参

与，共劝募善款总计8632.4元。这笔善款

将统一纳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为了孩

子”专项基金，用于资助心爱志愿服务社

帮助有心理问题的困难青少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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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化验正常不等于身体健康
一般来说，医院里的各项体检化验

正常就意味着身体属于健康范围。

但是，任何一种体检化验，即使是收

费高昂的体检化验，也会有一些假阳性

和假阴性存在，其中既有人体状况动态

变化的因素，亦有检查设备和技术敏感

性问题。比如，任何医疗单位的普及型

检查都很难发现早期的肺癌和消化道肿

瘤，因为早期肺癌发现需肺部大片或Ｃ

Ｔ片，消化道肿瘤发现需依靠胃镜、肠镜

检查，而这些项目都是常规体检中不包

括的。

由此可见，常规体检中存在“盲

区”。所以，为了正确了解自己的身体

状况，对首次发现的情况应做随访或

进一步检查。同样，即使体检结果无

重大发现者也不能认为“万事大吉”

了。

您在体检时应该主动提供自己的个

人健康信息（病史和症状），例如有无咳

嗽、咯血、胸痛、腹痛、大便习性改变、血

尿等症状的存在。有了这些信息，医生

就有可能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你分

析身体情况，并建议、指导您进一步检查

和处理。同时，应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

定期作健康检查。

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鼓励公众积

极参与并监督本市生态创建工作，督促

创建单位持续改进、巩固提高，现对本年

度申报“国家级生态镇”、拟命名“上海市

生态镇”的单位（名单附后）予以公示：

一、公示时间：2014年 6月 23日—6
月29日

二、公示期间，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接受有关拟申报、

拟命名单位环境质量状况、环境保护工

作等的来信、来访和来电。

联系方式：
电话：23115638或 23111111转市环

保局水处；68371012 或 68371003（区环

保市容局）

传真：63555905，68371013（区环保

市容局）

通讯地址：上海市大沽路100号（市

政大厦）1209室
邮编：200003
电子邮件：PANL@sepb.gov.cn

hbjtjb@163.com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2014年6月23日

————公示名单————

一、拟申报“国家级生态镇”单位

浦东新区张江镇

浦东新区曹路镇

浦东新区高行镇

浦东新区航头镇

二、拟命名“上海市生态镇”单位

浦东新区泥城镇

对拟申报“国家级生态镇”、
拟命名“上海市生态镇”的公示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记者从新区城市交通运输管理署获

悉，浦东2014年二级公交线路第一批线网

调整计划（征求稿）已基本完成。本次的

公交线网调整计划涉及线路76条，其中新

辟30条，撤销1条，调整45条。

据了解，在此次公交线路线网调整

中，浦东公交管理部门根据“优化资源，提

高效能，便捷出行”的要求，优化结构、功

能、布局，重点做好 5个“完善”，即进一步

完善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接驳换乘；进

一步完善大型居住社区的公交配套；进一

步完善空白路段的线路覆盖；进一步完善

医院等公共设施的线路服务；进一步完善

线路设置合理性。

记者发现，此次调整计划为方便市民

出行，将新辟公交最后一公里线路 22条，

线路包括鹤沙航城地铁站-航瑞路、鹤沙

航城地铁站-周泰路、高东新路外环路-

外高桥保税区南站等。

此外，为方便大型居住区及新村小区

居民出行，计划安排新辟、延伸、调整等线路

共17条。其中，新辟线路4条，分别为惠南

民乐大居（惠南地铁站）-新港居民社区、民

乐大居（惠南地铁站）-老港欣河村、懿行路

和炯路-海阳路长清路、金群路-高东镇。

而随着轨交16号线的开通，公交线路

也逐步实现与轨交的衔接。此次，浦东将调

整8条线路，其中新辟滴水湖地铁站-南汇

嘴观海公园、潮乐路芦潮路-临港大道地铁

站、南汇大学城（观海路拱极路）-大飞机制

造基地3条线路，并对1067路、1068路、洋

山专线、龙大专线和龙平芦专线进行调整。

据悉，本次公示期自即日起至 6月 30
日，市民可通过登录浦东公交互动平台网

站（www.58752222.com）查阅线网调整计

划，并将意见、建议发送至电子邮箱

pdgjxw@126.com，公交管理部门将认真梳

理市民意见，并对方案进行完善后再实施。

浦东二级公交线路首批线网调整公示
计划新辟30条 撤销1条 调整45条

本市启动青年全城劝募行动
浦东近200名志愿者号召市民“为了孩子 留下爱”

■通讯员 王治国 记者 张敏

两张龙舟广告插画，本是广东一广告

公司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设计，却蹊跷地

出现在电商1号店的端午节网络页面及礼

品卡上，而这种使用并没有经过授权。广

告公司起诉索赔12.5万元，浦东法院最终

判赔4.5万余元，并驳回其余诉讼请求。

据介绍，两张被侵权的图片，是广东

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下称

广告公司）的3名员工，基于2010年亚运

会首次将龙舟比赛列入国际大型比赛项

目的契机，创作完成的龙舟广告插画系

列美术作品。2010年10月起，广告公司

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合作，将这两张作

品授权给邮政银行 3.9万家门店宣传使

用，但著作权仍属于自己。

2013年 6月，1号店未经授权，擅自

在网站及礼品卡上使用了这两张作品，

用于端午节礼品卡销售经营活动。

审判长认为，两张涉案美术作品均

以赛龙舟为题材，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属

于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作品

是广告公司3名员工在工作期间利用公

司资源、设备共同创作完成，属于职务作

品，著作权属于原告。1号店将作品使

用在礼品卡实物上的行为侵害了广告公

司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将作品使用在

网站上的行为侵害了广告公司作品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1号店利用广告公司具

有一定艺术美感的美术作品吸引消费

者，且礼品卡实物兼具实用和收藏功能，

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1号店擅自用

于商业盈利活动，具有恶意侵权的主观

故意。因此，浦东法院认定侵权礼品卡

已兼具收藏功能，商家恶意侵权应赔偿。

擅用广告插画

1号店输了
“龙舟”官司

■通讯员 李超 记者 张敏

近日，浦东金科路韩线路口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一辆面包车连续撞倒行道

树和路灯后，一头撞在路边水泥护栏上，

车上司机被困。

南汇消防支队申江中队官兵到场

后，看到一辆白色面包车斜停在路边，被

撞断的路灯灯杆和小树倒在路上，车头

部分严重变形。司机左脚被卡无法动

弹。消防员利用液压扩张器将挤压部位

撑开，将司机成功救出，司机左脚骨折。

原来，这位司机是名新手，遇到情况一紧

张错把油门当刹车来踩，结果出了事。

新手司机上路
油门当做刹车踩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征收征补工作有序推进，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是赢得居民对我们的信任。”范

叶青是北蔡镇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办公

室主任，这是他多年从事土地征收征补工

作的总结。

“绝大多数的居民本身并不清楚，如

果自己是征收对象，该获得多少补偿？大

多数居民有个简单的认知，就是几乎同等

的条件下，我不能吃亏。”范叶青介绍说。

如今，北蔡镇域内高科西路（沪南公路—

罗山路）路段已启动征收工作，全长2.7公
里，涉及居民400多户。

据悉，现今的土地征收工作与以往不

同。自 2011年开始，上海市启动新的土

地征收政策，“征收令”申报手续、补偿安

置等政策都有调整。“以前是手续办齐了

才进场与居民接触，政策改变之后，从办

申请手续开始，工作人员就要同步与居民

接触。这样更方便我们了解情况，能够尽

早尽快地开展工作。”范叶青说。

可是，人户分离是工作难点之一。此

次征收对象有户人家，只有两位老人常年

住着，他们看到工作人员上门谈征收工

作，一句话打发，“这事情我们不做主，你

们去找我儿子吧。”原来，老人的儿子与儿

媳户口在北蔡，但是两人在外地工作。“我

们只能带齐材料，到他们工作的地方谈征

收。”据了解，仅仅为了这户人家，范叶青

和他的工作小组就去了外地不下3次。

说起征收工作，范叶青坦言不易。“几

乎没有初次上门就能当场签约的。”有居

民直接说，“你不要和我谈，要我签约可

以，你说补我几套房子，满意我就签。”有

户人家妻子和孩子的户口是后来迁入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一个人一生只能享

受一次动迁补偿。“他们需要提供材料证

明自己没有拿过补偿。”

如何继续开展工作？范叶青多次上

门，了解当初两人迁入的情况。为了让征

收工作洽谈能够得以继续，他主动表示请

户主提供线索由他去负责调取证明材

料。最终，范叶青辗转当地多个部门之

后，终于找到了当初负责动迁工作的开发

商，开具了证明。居民看范叶青多次奔走

毫无怨言，还主动帮助他们调取证明材

料，十分感激，逐渐缓和态度，与工作人员

正式接触，按照政策细谈补偿。

此前，从 2011年正式启动的轨交 11

号线及川杨河停车场项目前期动迁，范叶

青也参与其中。该项目于2013年已全面

进入清盘收尾阶段。作为市重大工程，该

项目的推进至关重要，动迁工作的推进直

接影响到工程建设的进度，耽误不得。作

为负责动迁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人，范叶

青从负责工程前期动迁到整个道路施工

建设中的协调工作，他都身先力行，配合

建设单位做好各项工作，不管是做老百姓

的工作，还是工程建设中遇到困难，范叶

青总是第一时间召开协调会予以解决。

“其实，绝大多数的居民是配合征收

工作的，有些人之所以与工作人员纠缠，

主要是担心政策范围内的补偿是不是给

到位。”范叶青和他的团队始终把老百姓

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就是这种一贯作风

推动着他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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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范围内的补偿一项也不少
——记北蔡镇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范叶青

范叶青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昨天 15 点 40 分，被称为 90 后“最

后中考”的 2014 年上海中考画上了圆

满的句点。雨过天晴之后，考生们走出

考场时感受到了中考带给自己的乐趣

和意义。

今年中考期间，上海的天气虽然“脾

气”没那么“火辣”，却实在有点“多愁善

感”——中考第一天，一场倾盆大雨令考

生们的赶考之路多了一份艰辛。为了能

安全、及时到达考场，考生和家长纷纷提

早出门，而考点的工作人员也贴心地提

早到校进行考前准备。建平香梅中学考

点的“主考”沈忠老师告诉记者，6月 21
日清晨 6点多，相关工作人员便陆续到

岗，大家及时清扫了积水，铺好了防滑

垫，还特别准备了塑料文件袋，供考生置

放学习用品和准考证，以免被淋湿。对

于早到的学生，考点还特别安排其前往

校体育馆、食堂和报考厅休息候考。

由于今年的中考生大部分出生于

1998 年 9 月至 1999 年 8 月间，因此，这

次考试也被称作 90 后的“最后中考”。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考作文题目是

《这里也有乐趣》，在中考期间，考生们

在紧张之余同样感受到了一份乐趣。

面对大雨，许多考生显得很乐观：“下雨

天总比大热天好！”“有道是‘上善若

水’，好兆头哦！”而在不少考点的考场

内外，送考的老师们穿上了红色的衣

裤、带“√”标志的运动鞋，还给学生分

发“旺旺”的小点心，只为了能将好运带

给自己的学生……

2014年上海中考
圆满落幕

昨日，浦东青年志愿者在96广场进行劝募活动。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