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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汇叶桥铜材厂，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号码：310225630905269，负

责人：祝成元。特此声明。

杨正萍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证

书档案号：310224195704109328，特此声

明。

上海浦东新区惠南镇敬老院遗失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沪浦

民 民政字第 0764 号），法定代表人王

永达。声明作废。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遗失声明

上海远汇置业有限公司就“惠南镇

东城区G-C2-2地块新建住宅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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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东城区 G-C2-2 地

块，东至规划创海路，西至观海路，南至

G-C2-1、G-C2-4 地块，北至拱晨路。

总用地面积123063.7平方米。

项目选址合理，项目建设有利于促

进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明显，建设单位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的

环境保护法规、认真落实本环评提出的

各项环保措施的基础上，对周边环境影

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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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征求公众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意见反馈：施工、刘工，联系方式：

60296696、lhbtime@163.com；地址：浦东

新区惠南镇沪南公路9601号3幢140室。

主办：浦东新区科协 浦东时报社

科普生活馆科普生活馆

居家安全·装修篇
1、应尽量挑选无污染、无毒害、无危

害的装修、装饰材料和家具。装修或装

饰时不能拆除房屋中的承重墙柱。

2、家庭装修装饰时，要加强房间通

风换气，减少尘毒危害。妥善预埋电线，

确保绝缘良好。

3、室内油漆家具时，首先要选择环

保型油漆，并采取通风措施，预防有毒气

体中毒。

4、室内装饰要保证煤气管道和设备

的安全要求，不能擅自拆改管线，以免影

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5、阳台的装修应尽量选用自身重量

轻的材料，因为阳台过度超载会发生倾

覆。

6、选择电线时要用铜线，忌用铝

线。不能直接在墙壁上挖槽埋电线，应

采用正规的套管安装，以避免漏电和引

发火灾。

7、新装修完房屋最大的危害是有毒

气体，例如家具上的硝基油漆。一般最

好在新居装修完毕后三个月到半年以后

入住。不要随意在承重墙上穿洞，拆除

连接阳台和门窗的墙体，这些做法会造

成楼房局部裂缝，严重影响抗震能力，从

而缩短楼房使用寿命。

■记者 徐玲 通讯员 苏琦峰 浦东报道

为了掩饰商品质量问题，商家竟出

具虚假检测单，在新区消保委的帮助下，

消费者识破了这一伎俩，成功更换手机，

维护了自身的权益。

近日，消费者王先生向消保委投诉，

购买的手机出现闪屏并自动关机，消费者

和商家多次交涉无果。消保委介入后，商

家表示，手机是否有质量问题或性能故障

要看检测报告认定，建议消费者前去检

测，再根据检测结果说话。消保委工作人

员表示，根据新《消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

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

饰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

务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

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

不久后，商家向消费者提供了检测

单，检测单上注明手机无故障。对检测结

果，消费者并不认可。消保委工作人员仔

细查看了商家出具的检测单，发现该检测

报告上一没有具体检测单位的公章，二没

有检测单位具体台头，凭此检测单根本无

法知晓是哪个单位检测的，也无法认定该

检测单位是否拥有检测手机质量的资

质。同时，该检测单上也没有针对手机故

障的描述，只简单手写了手机无故障。对

此，消保委工作人员即刻邀请双方前来消

保委就具体问题进行协商。最终，商家表

示愿意给消费者免费更换一部手机。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日前，记者从浦东新区妇联获悉，浦

东新区 2015 年家政实事项目正式启动

后，全区共设置了 54个家政服务从业人

员登记注册点，方便家政员登记个人资

料，并申请办理“家政卡”。值得一提的

是，家政员登记注册为免费项目，任何组

织、企业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任

何费用。

据了解，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登记

注册工作是政府实事项目，目的是促进

家政行业发展的规范化、家政服务从业

人员的职业化、家政企业管理的信息

化。而对于家政员来说，申领“家政卡”

也有不少好处。例如，“家政卡”是家政

员在沪合法就业的证明，因为根据卡号

可在线查询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基本信

息，可以方便识别家政员的身份和健康

信息等。同时，“家政卡”使得家政员拥

有了归属感。

今年，浦东计划完成 2.8万名家政服

务从业人员的登记注册，数量约占全市

的 20%。目前，浦东新区家政服务行业

协会、市示范性家政服务站等共计 54个

注册点已全面接受家政员登记。为此，

新区妇联、各街镇基层妇联组织也将广

泛宣传发动，鼓励灵活就业的家政员主

动登记注册。

记者从上海市家政实事项目工作小

组了解到，“家政卡”申领为免费项目，如

果家政公司以押金、“准员工制”管理费

等各种名义向前去登记注册的家政服务

员收取一定的费用，此种行为属于违规

现象，一经发现将立即处理。具体处罚

措施包括：经查实只要有收取费用情况，

一律取消家政员登记注册点资格，并在

沪家政网站公布；若经警告依然乱收费

的企业，关闭其家政信息管理系统，取消

其使用权并在沪家政网站公布；如果在

上述两项处罚后仍以各种名义收费的，

取消家政行业协会会员资格。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李佳 浦东报道

日前，家住浦东的八旬老人赵先生因

骗子的一通电话，汇出了49万元。民警闻

讯后与骗子抢时间，启动警银联动机制，

抢在危情发生前数分钟终止了转账业务。

4月7日14时许，浦东公安分局罗山

新村派出所来了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

神情紧张，开口就说：“我被骗了，我好像

被骗了！”原来，4月6日，老人在家中接到

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某公安局民

警，说老人涉嫌一起巨额诈骗案要接受

审查，如要证明清白，老人必须将所有钱

款转入一个新开户的中国银行卡内。吓

坏的老人不及细想，次日便按照对方的要

求去中国银行办了卡，开通了绑定对方手

机号码的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按照对方

指令设置了密码，并在10时许将自己名下

的上海银行账户内共计49万余元转入该

账户，转好后他通知了对方。然而，待完

成一切“指定动作”后，老人才慢慢冷静下

来，感觉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

民警意识到情况严重：钱已被转出，

还有没有可能挽回？在日常工作中，民

警们积累了经验，知道跨行转账并非即

时到账，也就是说，如果转账还没完成，

就有希望挽回。可是老人转账已是几个

小时前，民警立即带着老人到最近的上

海银行查询，此时老人的账户余额已为

零，款项已汇出。老人绝望了。

民警不肯轻易放弃，而是请上海银行

再仔细查询，随后又带着老人赶到最近的

中国银行。经中国银行查看，转入账户里

还没有收到这笔钱。民警当即要求银行

马上开通“快速通道”，冻结老人中国银行

卡。就在此时，上海银行工作人员打来电

话，称他们仔细查看了老人账户的流水，

发现老人在上海银行的转账业务即将完

成，已通知分行中止了转账。现在钱又回

到老人的账户中，养老金安全了！

事后，上海银行网点负责人介绍，当

时最多还有几分钟转账业务就会完成，

钱款一旦转入中国银行账户，骗子在网

上操作，不需两分钟就能转走所有钱。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4月6日，国家旅游局公布并正式施

行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

法》。依照《办法》，国务院旅游主管部门

建立全国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游客的

不文明行为将被保存一至两年。这一办

法被旅游业内称为“游客黑名单”。

记者了解到，所谓的“游客黑名单”操

作方法正在制订中。游客不文明行为记

录信息通过下级旅游主管部门报送、通过

媒体报道、社会举报等渠道采集。不文明

行为记录会影响到游客再次旅游，严重的

甚至会影响到出境、银行信贷等。

根据《办法》，“游客不文明行为”是

指游客在旅游活动中，因违反法律、法规

及公序良俗等受到行政处罚、法院判决

承担法律责任，或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

响的行为。游客在旅游途中因下列行为

受到行政处罚、法院判决承担责任的，或

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应当纳入旅

游部门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具体

包括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

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秩序；破坏

公共环境卫生、公共设施；违反旅游目的

地社会风俗、民族生活习惯；损毁、破坏

旅游目的地文物古迹；参与赌博、色情活

动等；严重扰乱旅游秩序的其他情形等。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形成后，旅游主

管部门要通报游客本人，提示其采取补救

措施，挽回不良影响，必要时向公安、海

关、边检、交通、人民银行征信机构通报。

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作客2015民生访谈——

外牌限行时间范围或进一步调整

游客6种不文明
行为将被“拉黑”

掩饰商品质量问题
出具虚假检测单
消保委助消费者识破商家伎俩

浦东设54个家政从业人员登记点
“家政卡”免费申领 违规收费将被查处

与骗子抢时间

浦东警方追回老人
被骗钱款49万元

家政员在浦东新区家政行业协会注册点登记个人资料，并申请办理“家政卡”。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高架道路外地车牌限行方案调整，

出租车“高峰车”政策施行……近来，本

市道路交通领域的一系列举措密集推

出，折射出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拥堵的

交通现状。昨天，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孙

建平作客 2015 民生访谈，回应市民关心

的热点话题。

外牌限行新政明天起
正式实施

外牌限行新政明天起将正式实施，相

比之前的政策，早晚高峰限行时间各延长

一小时，为每日7时至10时、16时至19时。

孙建平介绍说，根据测算，目前有 90
万-100万外地牌照车辆长期在上海中心

城区行驶。在高峰时段，中心城区高架道

路的外牌车辆与沪牌车辆数量比为 1：9，
非高峰时段这一数字则上升至 1：2。据

此，交通主管部门推出外牌限行新政，以期

缓解中心城区交通压力。

孙建平透露，这一即将施行的新政还

有可能调整，交管部门将在 3个月后对新

政实施效果进行数据评估，视效果决定未

来政策方向。如若效果不佳，可能进一步

延长限行时间和限行范围。他同时指出，

限行新政是对“老办法”的延伸，但对于拥

堵治理，没有必要仅仅“纠结”在限行上。

交通主管部门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寻求

新的解决办法。

交管部门自建平台集
合打车软件

眼下热门的打车软件迅速渗入并影响

了传统出租车行业。孙建平表示，这些软

件的出现客观上极大提高了出租车运营效

率和出租车驾驶员收入，但在鼓励互联网

思维进入交通领域的同时，各类打车、专车

软件也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孙建平表示，政府部门绝不会简单地

全盘否定这些新生事物，而是会在统一的

规则下，在公众需求、驾驶员权益、出租车

企业利益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

孙建平同时透露，交通主管部门目前也

正在搭建自己的信息平台，预计5月起试运

营。未来滴滴、快的等第三方打车软件都将

在该平台上进行信息共享；同时，各专车类

软件的车辆信息也将陆续接入该平台。

据介绍，这一平台将把所有使用打车、

专车类软件的车辆纳入统一监管，并能对

运营车辆进行身份识别，严格剔除私家

车。同时，平台也能在出租车接单后，自动

完成顶灯转换，避免误导市民。

公交优先是解决交通
问题的唯一出路

孙建平明确表示，公交优先将是解决

上海交通问题的唯一出路，因此交通工作

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公共交通的难题。根据

规划，上海的目标是在2020年建设成世界

先进水平的综合交通体系。今年将是上海

公共体系的建设大年，随之而来的是交通

的阵痛期，但通过交警和交通主管部门的

努力，不会发生大面积、长时间的拥堵。

当被问及“上海是否会实行单双号限

行”、“地面道路是否会实行外牌限行”等问

题时，孙建平表示，上海有条件、有能力、有

信心使交通状况逐步好转，上海的公共交通

体系发展势头良好。据悉，通过多年的努

力，以网络枢纽功能为标志的综合交通体

系，以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社区巴士为标志

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已基本建立。目前，公

共交通在市民通勤方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

了50%，同时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中的占比

也已超过50%。同时，随着建设的不断推进，

上海公共交通的运能也将进一步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