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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DONG 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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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项目名称：祝桥二期 4#地块配

套商品房项目(调整变更)。
工程概况：项目位于浦东新区

祝桥镇，基地东至南祝公路、南至

华星路、西至河东路、北至邓家

沟，总用地面积 130800.1m2，总建

筑面积 165814.84m2。建设内容：1
栋 11F、17栋 14F高层住宅楼，可入

住 1460户居民；7栋商业楼、1栋商

业及公建配套用房以及地下车库、

水泵房、10kV变电设施、垃圾站等

配套设施。

环评初步结论：项目建设符合周

边区域规划。只要采取严格的环保治

理和管理手段，其环境影响可得到最

大程度的减缓，同时受来自外环境的

影响也可得到有效控制。因此，从环

境保护的角度来看，本项目建设是可

行的。公众可登陆 http://www.envir.
gov.cn/docs/2014/20140623041.htm
查看项目公示信息及环评报告书信息

发布文本。

意见反馈方式：①建设单位：上

海祝桥新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张

工，15900534094 ，113023362@qq.
com）；②环评单位：上海环境节能

工程有限公司 （赵工， 56386791，
mical_zj@163.com）。

小小“螺丝钉”的大能量
——记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班组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组装框体班组

（112）

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上

海工厂位于金桥开发区，是以生产中大型

履带式挖掘机为主的世界 500 强企业。

组装框体班组是工厂生产制造部这个大

家庭的一员，承担着发动机、框架及散热

器的组装任务，组装部件比较繁琐，仅发

动机的一个子部件就需要安装两三百个

零件。

紧张的工作之余，班组员工苦练内

功，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公司开展的生

产经营管理培训、知识讲座、岗位练兵等

活动。在2013年公司组织的技能竞赛活

动中，班组取得了7项个人比赛奖项和团

体比赛获第一的好成绩。

改造工具台便是其一。装配发动机

时，班组的工具台原本放置在操作工身

后，上百个零件安装下来，操作工也许要

来回转身数十次，既浪费了时间，也消耗

了体力。班组成员通过认真分析后，想到

在工作区铺设轨道，并将工具台放在小推

车上，这样一来，操作工安装时，工具台就

跟随在一旁，工具随用随取，十分顺手。

发动机罩安装时，由于零部件存在公

差，操作工还时常会遇到安装不了的情

况。“一颗螺栓、一个洞眼的公差也许只有

正负 2毫米，但上百个零件组装起来，就

会形成公差带，从而出现无法安装的情

况。”班组负责人解释。为此，班组员工经

历了 2 个月的研究实践，定位每个零部

件，让问题迎刃而解。而这一操作法大大

减少了因返工造成的不良成本。

两年来，该班组未发生一起安全事

故。面临人员架构的变更，大批新员工入

职，平均每 3 个月需要培训出一名熟练

工，老员工们齐心协力，制订培训计划，不

仅自编培训材料（包括安全、环境、操作等

各方面内容），并且在实战操作中耐心、细

致地为新员工逐一解答，使新员工培训的

平均时间缩短至2个月。

创新生产管理模式，已成为框架班组

成员的自觉行为，也为公司带来了不小的

效益。例如，通过制作工装、标准化作业

的审核严格控制，使整车一次合格率由

65%的提升到 80%以上；通过改善组装过

程，节约了库存周转资金及人工成本约

500万元/年；通过对瓶颈工位优化，合理

使用改善工具，使得班组的最大产能由原

先25台/天提升到了27台/天……

班组是企业的细胞。在包括组装框

体班组在内的制造部各个班组的共同努

力下，组装生产线荣获了2010年“上海市

现场管理星级评价五星级现场”的称号；

2011年问鼎“全国现场管理星级评价五

星级现场”的桂冠；公司荣获了2013年度

“上海市质量金奖”。 （记者 黄静）
点评：一台发动机，仅它的子部件就

有多达两三百个的零部件。在沃尔沃建

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组装框体班组，这

个十多人的团队立足本职岗位，主动作

为、积极作为，成功为公司节约成本，提高

效率。这一颗颗看似微不足道的“螺丝

钉”充满了大能量。

积极作为的组装框体班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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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图书馆少儿馆2014暑假活动介绍（之一）

一年一度的暑期即将来临，浦东图书
馆少儿馆将开展以“夏日，来图书馆旅行
吧！”为主题的少儿活动，通过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的活动，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文化
传播与社会教育职能，让更多的孩子走进
图书馆、了解图书馆、热爱图书馆，度过一
个“健康、安全、愉快、有益、文明”的假期。

故事之旅
1、迪士尼亲子故事会

时间：7月至8月每周六上午

第1场：10:00-10:30
第2场：10:45-11:15
地点：1层3号报告厅

对象：3岁至6岁儿童及家长

内容：英语故事、歌曲

参与方式：当天9:30在3号厅前领票

（每场限25个家庭，每个家庭限1名儿童及1
名家长），活动开始前10分钟凭票有序入

场。

2、童话故事电影放映

时间：7月1日至18日周二至周四13:30
地点：2号报告厅

对象：3岁以上少年儿童及家长

参与方式：提前 1周至 1层北服务台

领票。（放映片名见浦东图书馆网站“少

儿活动”）

学习之旅
1、“作家教你写作文”系列讲座

6月 29日 13:30第 6讲：画文章——

想象力是作文的生命

7月 27日 13:30第 7讲：奇妙的灵感

仓库——积累素材是作文的基础

8月 24日 13:30第 8讲：一只猫卖两

次的故事——情感立意是作文的亮点

地点：2号报告厅

嘉宾：刘保法（儿童文学作家）

对象：中小学生

方式：提前 1周至 1层北服务台或者

2层南服务台领票。

2、童心童画

时间：7月12日13:30 青铜器

8月9日13:30 洞穴壁画

地点：217室
对象：小学生

注意事项：自带绘画工具（蜡笔、勾

线笔等）。无需领票，额满为止。

3、作业小导师

时间：7月至8月每周五9：00-11:00
内容：暑假作业辅导

地点：210自修室

对象：小学生

参与方式：自主参与，满额为止。

4、爱心小课堂

时间：7月至8月每周五13:30
内容：数学故事、文化故事等

地点：3号报告厅

对象：小学生

方式：自主参与，满额为止。
内容提供：浦东图书馆（前程路88号）

遗失声明

徐建峰遗失会计上岗证，证

号：310102195605013618，特此声

明。

■通讯员 陆德福 浦东报道

这几天，新场镇兴欣花苑的业主有些

焦虑，小区物业的一年服务期就要到期

了，物业公司还会像去年的那家一样抛盘

跑路吗？物业公司负责人俞杰给了大家

一颗定心丸：“放心，尽管入不敷出，但只

要居民信任我们，我们就会做下去，还会

努力做得更好！”

俞杰是上海科箭物业服务公司的副

总经理，去年 8月，科箭物业临危受命，接

管兴欣花苑，为新场镇解了一个大难题。

兴欣花苑建于2002年，住户167户，建筑面

积只有 2万多平方米，是典型的“老、小、

散”小区，服务质量上不去，物业费缴费率

跌至谷底，物业管理走入怪圈，先后有2家

物业管理公司“撒手不管”。其中一家还

是有着政府背景的物业公司，也因长年亏

损，于去年上半年“抛盘”跑路。小区因无

人管理而变得更糟糕，垃圾遍地，污水横

流，居民三天两头上访镇政府，与居民一

起上访的还有被物业公司抛弃的索要工

资无门的员工。

新场镇共有18个居住小区，还有87幢
无人管理居民楼，物业管理较薄弱，兴欣

花苑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这引起了镇政府

的重视。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新

场镇将此作为突破口，由新场镇房管办牵

头，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广泛物色物业企

业。经比较，注册在新场的上海科箭物业

服务公司被“相中”。这家企业以服务园

区企业为主，不仅实力雄厚，而且管理经

验丰富，当听说能为服务家乡出力，公司

二话不说，就接过这个烂摊子。

去年8月，科箭物业正式入驻小区后，

多方筹集资金，将小区门禁系统改造列为

首项任务，给居民一个安全感。居民对科

箭的做法不解，“一般的物业公司关心的

是如何收缴物业费，收了钱再办事，这家

公司怎么一上来只管做事只字不提物业

费呢？”安全防线筑好后，科箭开始着手整

治环境、维修房屋、规划停车位、增设草坪

灯、安装探头等。2个月后，一些心急的居

民忍不住了：“物业公司怎么还不提物业

费的事？”面对大家的疑虑，物业公司发话

了：“3个月后，居民对我们的服务感到满

意了再缴物业费不迟，假如不满意就不用

缴！”

此后，兴欣花苑的业主们真正找到了

业主的感觉。5号门一位高龄老人买了一

袋米进小区，保安看到后赶忙打开道闸并

走上前帮她把米送到 2楼的家里；14号门

一位业主家的污水管道堵塞了，接到报修

后，休息在家的水电工拿上工具直奔居民

家；一位老人突然发病，当救护车赶到时，

老人已死亡，当业主恳请随车人员帮忙把

老人遗体抬下楼，随车人员退缩了，闻讯

赶到的物业管理人员自告奋勇，上前帮忙

把老人从 4 楼抬了下来，并护送到殡仪

馆。7号门的徐建华说：“家中水管坏了，

楼道里灯不亮了，只要一个电话，水电工

随叫随到。要是在以前，三请四请都没人

上门。”3个月后，居民们对物业服务质量

纷纷翘起大姆指：“赞！”不用物业多费口

舌，物业费缴费率从之前的不足30%，一下

子蹿至90%以上。

物业费缴费率哪怕达到100%，小区面

积若低于 5万平方米，物业必定亏本。俞

杰介绍，人力成本是物业公司最大的开

销，管理兴欣花苑的人员已压缩至7人，之

前的物业公司管理人员超过10人，预计一

年的管理成本仍将有 15万元的亏空。“这

个空缺由公司的其它赢利填补。”俞杰说。

细心的居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担心

物业公司扛不住亏损又会“跑路”。10号

门的谈先生以前物业费总是能拖则拖，听

到物业公司亏损的消息后，一次性缴足了

15个月的物业费，12号门的董女士还甚至

把第二年的物业费也缴清了，“这么好的

物业公司打着灯笼也难找，千万不要因欠

费再把人家吓跑了！”

新场镇房管办主任狄建刚表示；“我

们将和科箭一起努力，尽量减少物业亏

损，探索一条老旧小区管理新路。”

借助海滨沙滩的优美环境，日前，
一场别具特色的“海滨相亲派对”在浦
东三甲港浪漫上演，来自上海及外省市
的千名单身男女青年参加。现场，通过
8分钟约会、男女组皮划艇默契赛、男女
组搬沙赛、海上高尔夫等活动，年轻人
在娱乐中相互了解，促进感情。

□本报记者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浪漫海滨
千人相约 ■本报记者 徐玲 通讯员 汤淼

近年来，理财产品销量增长较快，

债券型、信托型、挂钩型等理财产品吸

引着消费者的关注。投资领域理财产品

的不同收益方式，适合不同理财需求、

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的人。市消保委提

醒广大消费者，切勿轻信理财经理口头

承诺，要根据自身需求，明确理财产品

各项信息，经慎重考虑后再购买理财产

品。

近日，市消保委受理了多起因理财

经理口头承诺与实际收益差距过大而引

发的投诉。如消费者李女士在某银行咨

询，打算购买一款保值增值的理财产

品。理财经理在为其做了风险评估后推

荐一款理财产品，信誓旦旦地承诺“现

在购买的人很多，实际拿到收益超过了

预期收益 8.5%”、“收益肯定高于银行

贷款利率”等等。李女士听后就心动

了，签下认购 60万元的协议书，几个

月后收到的却是第一期收益约 3.5%、

第二期收益为零的投资确认书，与当时

理财经理的承诺完全不符。李女士提出

要赎回该产品，被告知只能返还其84%
的本金。这样一款非保本、高风险的产

品在理财经理口中变成了“无风险、稳

收益”的产品，李女士愤而向消保委投

诉。

面对品种繁多的理财产品，消费者

如何理性选择一款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符合自己预期收益的理财产品呢？

首先，不要轻信理财经理“预期收

益”的口头承诺。理财经理是金融机构

的营销人员，出于业绩考虑，在向客户

推销产品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夸大收

益、隐瞒风险的表述，而理财产品说明

书中的“预期收益率”并不一定是到期

后的“实际收益率”。在发生纠纷时，

口头承诺无法作为维权依据。消费者应

当对理财产品封闭期、投资标的、风险

性等内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后，再做购

买决定。

其次，仔细阅读理财产品认购协

议，认清产品性质和发行单位。银行在

售的理财产品主要有两种，一是银行发

行的产品，二是银行代销的产品。 银

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协议上会加盖银行

的公章，理财合同甲乙双方就是客户和

银行；银行代销的产品如信托、保险

等，协议上加盖的是信托公司或保险公

司的公章，消费者在购买后会拿到银行

出具的基金或保险凭证。如果理财经理

拿不出协议或凭证，消费者就要提高警

惕，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此外，慎重购买另类理财产品、挂

钩类理财产品。另类理财产品如红酒

类、普洱茶类等，估值体系并不完善，

业绩表现完全取决于投资标的的市场运

行情况，风险高于传统投资，并不适合

普通投资者。挂钩类理财产品与股票、

汇率、基金、指数等标的挂钩，产品设

计复杂，杠杆模式易放大风险系数。消

费者只有对挂钩标的以及收益条款有一

定程度的了解和判断，才能获得较为理

想的收益。

居民如此信任 就要努力做得更好

新场镇探索老旧小区管理新路

理财经理夸口收益8.5%消费者实收3.5%

购理财产品勿轻信口头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