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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遗失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4年10月13日不慎遗失《辐射安全

许可证》<副本>，证件号码：沪环福证[60088]。申明作废

上海环境节能工程有限公司受上海

市浦东新区市政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委托

开展对观海路（下盐公路～拱北路）新建

工程和浦红路（明华东港～南六公路）新

建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观海路为

次干道，位于惠南镇镇区内，规划红线宽

度 35m，全长约 1.8km。浦红路为次干

道，位于宣桥镇区内，规划红线宽度40m,
近期只建设北半幅，全长约573m。

以上二条道路根据现阶段预测，从

环保角度可行，对周边影响在可控制范

围内，现根据国家法律及相关规定，向公

众进行信息公告，本项目相关信息见上

海环境热线网站（http://www.envir.gov.

cn/annou.asp）。联系人：环境节能工程

有限公司，宣工，021-65090068，电子邮

箱：231031442@qq.com。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就“新

建各类豆制品、面制品生产及物联网建

设项目”委托浙江省工业环保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项目位

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三灶都市型工

业园B2-3B地块，项目实施后，新增年产

传统豆制品 10000 吨、大豆饮料 30000
吨、米面制品 30000吨。项目选址合理，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明显，但项目建设

和营运期间会对周边区域产生一定的不

利影响。建设单位应严格执行国家环保

法规，切实执行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把建

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则

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

的。

现根据国家法规及规定，向公众进

行信息公告，相关信息详见上海环境热

线网站（链接网址：http://www.envir.gov.
cn/docs/2014/20141013976.htm），并征求

公众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意见

反 馈 ：李 工 、马 工 ，电 话 ：58032109，
Email：19867952@qq.com；建设单位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三灶工业区宣春路

201号。

在位于惠南镇的好立德教育培训机

构内，宋女士和几位家长边交流着育儿

经验，边盯着大屏幕，屏幕上直播着楼上

几间教室的上课情形，老师和孩子们的

一举一动清清楚楚。看到儿子在老师安

排下乖乖地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做游戏，

宋女士松了一口气：“这下我可以放心上

班了。”

宋女士的儿子 32 个月了。宋女士

说，小孩越来越顽皮，自己又马上要上

班，担心孩子的奶奶一个人“控制”不了，

想给孩子找一家早教机构。她考察了惠

南地区的好几家早教机构，比较了环境、

师资、收费等情况，最终选择了位于地铁

16号线惠南站附近的好立德教育培训机

构。“这里的收费并不比其它几家便宜，

但这里整洁、宽敞。假如连环境都搞不

好，怎么能让人相信它的教育质量呢？”

宋女士说。

“好立德”是来自台湾的婴幼儿教育

文化品牌，3年前来到浦东，选址惠南镇，

填补了惠南地区没有高端早教培训机构

的空缺。事业红红火火的李顺兴是“好

立德”的首批受益者。李顺兴家境殷实，

对小孙女自然宠爱有加，等发现小孙女

成为家里的“小霸王”时，全家人都着急

了，听说小区边上新开了一家“好立德”

早教机构，赶紧将小孙女送来“校正”。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孩子的行为发生了

大变化。“孩子变得特别有礼貌，这是我

们最想要的结果！”李顺兴说。现在孩子

上幼儿园了，在幼儿园里一直是其他小

朋友的表率。

好立德教育培训机构总经理张雅龄

介绍，早教不同于一般的托儿所，除了

帮孩子学会盥洗、进餐、定时睡眠等基

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外，还要对孩子的认

知、运动、语言、艺术等领域进行系

统、科学的训练，让孩子掌握行为规

矩、适应群体生活、学会人际交往，使

孩子的智商和情商得到最完美的开发，

帮助孩子顺利对接幼儿园。张雅龄告诉

记者，“好立德”拥有专业的儿童心理咨

询师及职能治疗师，令家长束手无策的

育儿问题，他们都能轻松应对。“孩子脾

气大，喜欢动手打人，这只是孩子发泄

心中不满的表现方式，只要正确引导，

孩子的这些所谓坏习惯都能矫正，而养

成良好习惯的最佳时期是在孩子3岁时。

一旦孩子养成了好习惯，将终身受益！”

张雅龄说。

“小霸王”吵闹只是发泄不满情绪
——专家认为培养孩子良好习惯3岁时最佳

主办：浦东新区科协 浦东时报社

科普生活馆科普生活馆

如何提升宝宝的胃口
有时候，小宝宝也会没有食欲，下面

就为大家介绍几款适合宝宝的开胃饮

食：

牛奶粥适合年龄：5—10 月。制作

过程：牛奶 100 克、大米 50 克、水 400
克。将大米淘洗干净，用清水浸泡 1—2
小时。先把水烧开，再下入泡好的大米，

用小火煮30分钟，加入牛奶再煮片刻即

成。此粥味美可口，含有丰富蛋白质、脂

肪及多种维生素和钙、铁等矿物质，营养

丰富。

水果藕粉适合年龄：5—10 月。制

作过程：藕粉 50 克、应时新鲜水果(桃、

苹果、香蕉等均可)75 克，清水 250 克。

将藕粉加适量水调匀，水果去皮，切成细

小的碎丁。水烧开后倒入调好的藕粉，

用微火慢慢熬，同时不断搅动，直至透

明。最后加入切碎的水果，稍煮即可。

此羹味道香甜，营养极高，易于消化，非

常适合婴儿期的宝宝。

葡萄汁适合年龄：4—6月。制作过

程：捣碎果肉（将葡萄洗净以后，去皮，去

籽，放入研磨碗中，用研磨棒捣碎果肉），

倒出碗中的葡萄汁水，用纱布滤去渣滓

即可。

水果沙律适合年龄：7—9 月。制

作过程：将西瓜、哈密瓜、橙子，通通洗

净去皮切成丁。准备小半碗优质乳酸

酪，将上述水果丁放入乳酸酪中拌匀

即可。

上海嘉甄实业有限公司因业务

发展需求，诚招下列岗位人员，待遇

从优，或作面议。

1、财务出纳人员1名。

2、业务协调人员1名。

3、平面广告设计人员1名。

4、图文制作人员1名。

要求：

1、勤劳肯干。

2、年龄20-55岁。

3、学历大专以上。

4、中共党员优先。

联系人：

周美华：35031039、13671890003
徐雪梅：55100257、13817133823

招聘启事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浦东共青团企业社会责任助力计划

正在“生根开花”。昨天，浦东共青团企业

社会责任助力计划川沙新镇项目展暨“美

丽川沙，绿色家园”环保风尚行活动启动，

川沙新镇 15 个项目集体亮相，展示了社

会公益组织和爱心企业的力量。

据了解，浦东共青团企业社会责任助

力计划暨“企业服务社区行动”于今年 4
月在川沙新镇启动，并成立了川沙新镇

“企业-社团公益联盟”，促成了一批公益

项目落地，企业、社区和青年社会组织实

现良性互动，互利多赢。

在川沙新镇，15个公益项目服务不同

人群。其中，“护巢行动”便民居家维修服

务是由川沙新镇“企业-社团公益联盟”开

展的一项公益服务项目，爱心企业是浦东

川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该项目选取了迪

士尼项目动迁安置小区川迪一居内 27户

8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为服务对象，每季度

上门免费进行家庭设施的检测维修，并处

理突发的故障报修。此外，由启辰公益基

金提供的“青少年防溺水行动”服务、由52
生活网提供的公益骑行之旅、墨尘美术工

作室的“墨尘小小艺术家”等项目都惠及了

社区青少年、困难家庭的孩子等人群。

经过了半年多的实践，川沙新镇 15
个公益项目已经实现了“升级”。“美丽川

沙，绿色家园”环保风尚行是由社会组织

“更绿中国”和爱心企业上海农商银行浦

东分行共同推进的项目。服务内容是通

过环保主题项目，引起全社会对雾霾治

理、空气质量、垃圾分类、电子垃圾等环保

议题的广泛关注，将环保理念推广至川沙

区域的村居、学校、企事业单位等。

如今，该项目又进行了拓展——100只
小型的二手电子产品捐赠箱进驻川沙新镇

的83个社区、村居、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

现全覆盖；20只大型捐赠箱也将落户辖区

内的学校。同时，上海农商银行浦东分行在

川沙新镇的2个服务网点也接受电子产品

或废弃物的捐赠、回收，市民可累积积分，兑

换银行的小礼品。据了解，这些爱心募集来

的可继续使用的mp3、计算器、手机等二手

电子产品，将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东明路街道红梅

调解工作室里，十几个人围坐一起，声响

不大，手势比划却异常热烈。这里正在调

解一起 89岁父亲与独生聋哑儿子之间的

房产纠纷。参与调解的有上海市人民调

解协会会长、红梅调解工作室掌门人冯红

梅，东明路司法所专职调解干部，当事人

所在居委调解主任，还有上海市残联以及

浦东新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

为何一起房产纠纷会惊动这么多人，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李杰（化名）13岁时母

亲离世，父子关系较为疏远。李杰成年后

遭遇婚变，住房成了最大难题，就想到了当

初父子共同拥有的一处房产。但是，房子

已被李父出租支付入住敬老院的费用。

调解父子二人的矛盾十分不易。李

父曾将儿子诉至法院，只愿意按照法院判

决强制执行。冯红梅努力劝慰老人，李父

最终答应接受调解。与李杰沟通起来也

很不便，冯红梅为了解他的想法，沟通全

靠手写，为此用掉一沓A4纸。冯红梅劝

父子二人，作为儿子，李杰理应让老人颐

养天年，而作为父亲，也要体谅儿子残疾

独身的不便。冯红梅从亲情、实情及父子

二人面对的实际困难一一入手，最终化解

了这对父子的恩怨。

2002年，冯红梅成为东明路街道司法

信访窗口负责人，首次接触司法调解工

作。半路出家的她没少花时间，学习各类

法规，苦练基本功。有空还到法院听庭

审。 十年来，她奔走在社区的各个角落，

边学边积累边实践，热心为群众答疑解

惑、排忧解难，积极处理和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成为了居民身边贴心的“老娘舅”。

2009年，冯红梅年满 57岁，可以退休

回家了，但大家不答应。于是，由冯红梅

挂帅的“东明社区新老娘舅工作室”成

立。如今，冯红梅一年接待各类调解、咨

询近 3000 件。咨询多了，冯红梅遇到的

各类法律问题也多了。为此，新的政策法

规出台，她总要学习一番。“不把政策吃

透，怎么能说服别人？”

在多年的调解实践中，冯红梅总结出

了“五颗心”，待客热心、解答耐心、工作细

心、引导换心、坚持恒心。她说：“这五颗

心呀，缺哪一颗都不行！”正是用这五颗

心，她化解了一件又一件棘手的矛盾，把

和谐带到了更多家庭、带进了社区。

十年来，冯红梅成功化解疑难复杂纠

纷343件，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268份，涉

案金额近 2000 万元，开设法制讲座 118
次。

■通讯员 陈志强 浦东报道

连日来，大团镇仲超广场每晚有文

艺演出。自编自演的滑稽沪剧小戏、小

品、独唱等节目深得乡邻喜爱。

小品《一对宝货抢阿爸》演的是一

位老爸年老体弱，两个女儿不孝顺，却

为一笔财产争得不可开交。沪剧小戏

《社区主任》演的是社区干部热情为群

众调解矛盾解难的故事。当新编沪剧

《阿必大》演出时，现场观众时而愤愤不

平，时而开心大笑，时而轻声跟唱。这

是大团“戏迷俱乐部”成员在传统节目

的基础上创作的，告诉人们敬老爱小、

邻里和睦的道理。

■本报记者 黄静 通讯员 杨咏

日前，浦东杨高公交公司完成了最后

一批营运车辆的手动报站器升级改造。

至此，杨高公交成为全市首家营运车辆全

部实现智能化自动报站的公交企业。

当前，上海公交车大都采用人工报

站，即每到一站由司机手按报站器报

站。然而，在车辆出站与进站时，司机既

要对行驶中的汽车进行起动或制动等操

作，同时还要兼顾报站系统的操作，有一

定的安全隐患。有时司机在操作报站系

统时还会按错键或忘记按键，给乘客带

来诸多不便。

浦东杨高公交从 2012年起，便在更

新车辆的同时开始使用智能化自动报站

器。今年公司更新的178辆公交客车的

智能化自动报站器以定位正确、质量稳

定、使用可靠受到好评。为此，公司赶在

10月初，集中完成 701辆营运车辆的手

动报站器升级改造，累计有 1107辆营运

车实现了自动报站。

企业社区和青年社会组织实现良性互动

川沙15个公益项目服务“升级”

“有争执分歧找老冯”
——记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会长冯红梅

大团“天天演”
乡土味浓郁

杨高公交率先
实现全智能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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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红梅

工作人员展示公益服务项目。 □本报记者 刘思弘/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