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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5年度浦东新区妇女儿童家庭服务项目征集启事年度浦东新区妇女儿童家庭服务项目征集启事
为进一步扩大妇女工作覆盖面，提高

服务妇女儿童家庭的有效性，动员全社会

力量形成为妇女儿童家庭服务的合力，实

现以多种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满足多样化

的群众需求，浦东新区妇联自即日起，开

展“2015年度浦东新区妇女儿童家庭服务

项目征集活动”，面向全社会，包括社会组

织、企业、事业单位等，征集为浦东新区妇

女、儿童、家庭服务的中、小型社会服务项

目。

今年征集形式采用“1+x”模式，即申

报机构可以根据新区妇联提出的需求项

目类别，或根据自身优势申报自主项目。

妇联建议需求项目类别：
1、探索通过社区学校，建立多维度、

立体化的家庭教育体系，推动家庭教育向

纵深发展。

2、为浦东城乡职业女性，以健康和文

化为抓手开展主题活动，提升素质。

3、为提升家庭功能、促进家庭健康提

供有效服务。

4、浦东新区小学生近视防治干预项

目，提高防治水平，向全区推广有效的做

法。

5、对涉毒家庭、家庭暴力等行为进行

有效干预。

6、为浦东女性人才搭建一个交流和

推介的平台，发挥优势和作用，实现自我

成长。

7、为浦东新区三八红旗手（集体）、巾

帼文明岗（标兵）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培

训，提升素质。

8、采取案例分析的方式，引导浦东新

区家庭成员树立正确的择偶观、婚恋观，

并加大宣传力度。

9、针对农村妇女群体设计培训课程，

提升农村妇女参与社会管理、居家就业能

力和自主创业能力。

10、为张江、陆家嘴、金桥、外高桥等开

发区的女性提供交友联谊、身心健康、解压

减负、亲子教育、家庭文化、文体休闲、创业

指导等服务，满足丽人们提升个人素质、拓

展人脉、职业发展、建立家庭，以及帮助家

庭、子女和个人成长的需要。

为确保服务项目的可行性和推广性，

浦东新区妇联将组织妇女干部评审团、大

众评审团和专家评审团，对所有征集的项

目进行专业的评估认定和公开评审。凡

立项的“2015年度浦东新区妇女儿童家庭

服务项目”，将获得一般不超过 10万元的

项目经费。

征集方式：
1、登录网站下载《浦东新区妇女儿童

家庭服务项目申报书》，“浦东新区妇联”

官方网站：fulian.pudong.gov.cn
同步将在“浦东发布”公众号、浦东时

报、上海社工网、浦东社工网、浦东公益网

等媒体发布相关信息，请予以关注。

2、征集截止日期为 12月 14日，请在

此之前将填写完整的项目书，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至 zhang_l@pudong.gov.cn；并且邮

寄纸质版本一份至：浦东新区丁香路 716
号C座301室，邮政编码：200135。

联系人：浦东新区妇联办公室 张立
（68639966 转 7131，68543160，传真：

68549141）
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女联合会

2014年12月2日

主办：浦东新区科协 浦东时报社

科普生活馆科普生活馆

“火体质”的人冬天要慎食火锅（一）

火锅姓“火”，属于高热食品，所以吃

了以后容易“上火”，这里面是有缘由的。

首先，火锅汤料中含有大量的牛油、

羊油、猪油等，加上食用时摄入大量属于

高脂肪、高蛋白的各种肉类，可以在人体

中产生和蓄积大量的热能，油能助燃，特

别是脂肪在体内“燃烧”后，释放的能量

远远超过其它营养物质，因此很容易使

人“上火”。

其次，火锅底料中含有许多辛香调

味品，尤其是川味火锅，这类调味品含得

更多，如辣椒、花椒、胡椒、干姜、高良姜、

小茴香、丁香、桂皮、八角、草果、豆蔻等，

这些入药调味品，大多性温而热，甚至大

辛大热，进入人体后如同在火中添柴，往

往会“助纣为虐”，使体内由油脂点燃的

“火”越烧越旺。

再有，如果遇到平时就是“火体质”

的人，则更容易“上火”。“火体质”分为两

种情况：一是素有“实火”，如平日常感身

体热烘烘的，甚至冬天很少穿棉，经常口

舌糜烂，生疮发炎，牙龈肿痛，口臭或苦，

鼻燥咽干，舌苔黄厚；二是素有“虚火”，

如经常感到“五心烦热”，即手心和脚心

发烧，心烦易怒，两颧潮红或潮热，失眠

多梦，盗汗，舌质发红。“火体质”的人吃

火锅无异于火上浇油，往往会加重“火

势”，导致健康损害。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富心振

“没办信用卡怎么透支 6万多元？”

市民王女士将银行告上法庭。近日，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调解审结了这起信用卡

纠纷案，被告光大银行立即删除王女士

名下的不良征信记录。

2011年11月间，王女士接到光大银

行的电话通知：“你名下的光大银行信用

卡透支，截至 2011 年 11 月累计欠款达

63670元，至今未还，如不及时归还，将

采取法律措施”。王女士纳闷，自己从未

在光大银行申办过信用卡。

王女士马上联系银行信用卡中心，

银行将王女士申办信用卡的材料调出，

王女士查阅后发现材料中填写的住址、

电话等内容是错误的，签名也是假的。

于是，王女士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

此后，王女士与银行多次交涉，强调

自己并未在光大银行申办过信用卡，要

求删除其诚信系统中的不实信息。然

而，银行方不仅不理会她的合理主张，反

而向她发出催收律师函，要求还款。

2014年 9月，王女士向浦东新区法院提

起诉讼。

法官提醒
主审法官李鹏表示，本案是一起因

他人冒领信用卡透支消费引发的信用卡

纠纷案。法官提醒，冒用他人个人信息

骗取银行信用卡的行为，本身是一种触

犯法律的犯罪行为，而这种行为必然会

受到法律的惩处。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使

用个人信息要有防范意识，如果在毫不

设防的情况下将个人信息泄露，极易被

犯罪分子利用；作为个人信息被冒用的

市民更应从中吸取教训。此外，作为发

卡银行应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认真

审核开户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确保

信用卡申领为客户本人的真实意愿，以

防患于未然。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日前，市交通委发布12月城市交通运

行情况预报，本月由于节日集中、寒冷天

气等因素，城市交通负荷将进一步加重。

据交通专业研究部门统计分析，12
月城市交通运行基本稳定，但由于冬季

天黑早等因素影响，晚高峰出行更为集

中，道路拥堵状况会进一步加剧；另外 12
月份易出现冰冻雨雪等恶劣天气，事故

多发，道路通行能力降低，道路交通运行

可能会受到明显影响，容易出现时段性

严重拥堵现象。

今年冬至日正逢周一出行高峰，快

速路早高峰将会有所延长，墓区临近高

速公路出口的车流量将会明显增加，轨

道 11号线客流预计增长显著，特别是上

海赛车场站、洞泾站、海天三路站、嘉定

西站、闵行开发区站等墓园周边相关站

点客流预计增幅会超过60%，绝大部分客

流集中于上午 7-13时，建议扫墓市民合

理选择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提前或错

峰扫墓。

圣诞节、元旦等假日期间，市民出行

增加会对城市交通运行产生一定影响，

会出现数天极端拥堵局面。12月24日平

安夜，预计高架道路 14时至 20时运行状

况较往常有所下降，中心城地面干道晚

高峰时段拥堵可能较为严重。元旦前一

天，午后高峰道路拥堵状况会有所加剧，

轨道交通主要商圈和对外交通相关站点

客流将会明显增长。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12月1日，因东西通道与轨道交通14
号线合建段施工，浦东大道及周边道路交

通迎来首个工作日早高峰“体检”。总体

来说，浦东大道交通流量较为平稳，没有

严重拥堵。不少市民为应对可能出行的

拥堵提前出行，浦东大道早高峰较往常提

前半小时。

早上 7点 45分，浦东大道与罗山路、

昌邑路、歇浦路形成的单向（机动车逆时

针）微循环已“转动”起来。由于临时交通

调整，罗山路（浦东大道-昌邑路）段仅允

许机动车南向北行驶，取消了原先的双向

通行。为了让来自其它三个方向的车流

更为有序地进入该路段，警方在路面标明

了指示标线。来自各个方向的车辆各行

其道分流进入罗山路（浦东大道-昌邑

路）段。在罗山路昌邑路口，车辆一般等

候2个信号灯即可通过。

浦东交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李钱龙

介绍，首个工作日早高峰明显比以往提

前，早晨 7时左右，浦东大道已达到以往

早高峰的车流量。警方认为，前期宣传让

市民已了解施工情况，不少市民选择提前

出行，留足上班时间余量。

此外，施工路段交通情况总体平稳，

没有严重拥堵，浦东南路、源深路、民生路

等路口没有车辆积压。从交通流量情况

看，昌邑路承担了主要的分流压力。张扬

路也较以往的流量提高了一至两成。另

外，为了提高昌邑路的通行效率，浦东警

方已将所有信号灯进行了智能联网，使其

具备“绿信波”调控条件，以便警方实时调

整交通状况。值勤交警称：“如果没有交

通事故等意外，昌邑路交通基本能实现一

路‘绿色’通行。”

尽管首个工作日浦东大道没有出现

大面积拥堵，交警还是提醒市民出行前注

意收集交通路况信息，提前做好绕行准备

并确定合适的绕行线路；遵守交通法律法

规，如果遇到前方路口拥堵，车辆驾驶人应

该依次排队等候通过，不从前方车辆两侧

穿插、超越行驶，不滞留路口人为添堵。

“我们在日常疏堵中发现，有些司机‘寸土

不让’，结果大家全堵死。”交警建议驾驶人

按照现场民警指挥疏导，依次通过路口。

“轻微事故不快撤，滞留路口也是造

成道路拥堵的原因之一。”交警表示，浦东

大道施工后，车辆在两侧便道上一旦发生

轻微事故不快撤，必然会造成拥堵。交警

建议，若发生轻微事故，当事人拍照后，将

车辆移动到不影响交通的安全地带，自行

协商解决；或者将车辆撤到不影响道路交

通的地方，立即报警，等候民警前来处理；

再者可以将车转移至 110接警人员指定

地点，等待巡逻民警处理。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记者从浦东供电公司获悉，浦东已

全面启动电力“光明工程”。改造后，供

电将达到每户8千瓦的配置标准，确保20
年不落后，故障报修率下降50%以上。

11 月 27 日，张江镇杨镇路居民区

开始实施“光明工程”。该居民区属 2000
年以前建造的老旧住宅小区。“一到用电

高峰，居民家就经常跳闸，去年还曾发生

过 2次大面积停电。”居民区负责人告诉

记者，小区活动室是老人们经常活动的

地方，到了夏天，为了让老人舒适度夏，

居委会只能把办公室的空调关掉，让电

给活动室。

浦东供电公司相关人士介绍，此次

改造将为小区更换供电设施，包括计量

箱、垂直母线、进户线、接户线等。

据统计，浦东地区需改造的 2000年

及以前的老旧住宅小区共有858个，涉及

53万户居民，预计于 2016年完成改造任

务。目前，有 5个小区先期实施改造，已

改造完成189门栋、3383户。今年年内计

划改造共101个小区、逾6万户。

11月28日，“2014陆家嘴‘梅园杯’国际藏书票邀请展”在陆家嘴金融城文化中
心开幕。来自15个国家的110名作者带来了390幅作品，展出时间为两周。

藏书票是粘贴在自己钟爱书籍的扉页上，表明自己是这本书持有者的特殊小版
画，作为一项特色文化活动，藏书票展览在12年前被引入陆家嘴，成为社区文化艺术
的亮点，深受文化人和广大群众的喜爱。图为藏书票作者为票友签名。

□本报记者 赵天予/文 徐网林/摄

11月30日，“日出东方耀临港”滴水湖摄影展在临港艺术中心拉开帷幕。此次
主题摄影作品展分为“临港印象”、“上海风情”、“他山之石”三个篇章。主办方在全
国各地摄影爱好者的上千幅应征佳作中精选出了100余幅优秀作品进行展出，并向
观众免费开放。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2月21日。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东西通道与轨道合建施工首个工作日交通平稳

浦东大道早高峰提前半小时
本月城市交通负荷将进一步加重

没办信用卡
竟然透支6万多元
法院审结一起信用卡纠纷案

浦东全面启动电力“光明工程”
故障报修率将下降50%以上

“日出东方耀临港”摄影展举行

陆家嘴举行国际藏书票邀请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