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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上海银之帆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副本），国地税沪字310226758426451，法

定代表人：蔡慧芬，特此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计划生育

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证

号：沪浦民社证字第 0276 号，法定代表

人：季玉兰，特此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计划生育协会

遗失开户许可证，编号：2900—01947378，

法定代表人：季玉兰，特此声明。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申城很有

可能出现严重汛情。5月 27日，浦东新区

政府召开2016年浦东新区防汛工作会议，

全面部署今年的防汛工作，要求各部门、各

单位都要做好防大汛、抗大灾的准备。副

区长李泽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浦东汛期的

气候特点是：汛期降水总量 650-750 毫

米，较常年（670.9毫米）偏多；入梅时间正

常略晚，出梅时间偏晚，梅雨量 230-330
毫米，较常年（248毫米）偏多，梅雨期降水

极端性强；影响台风个数 1-2个，强度偏

强；盛夏高温日数多，强对流天气偏多。

会议透露，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今

年申城很有可能出现严重汛情。各部

门、各单位都要做好防大汛、抗大灾的

准备，以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和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为底线，精心组织、严密防御、

主动应对、全力抢险，确保浦东防汛防

台安全。

今年，浦东新区的防汛工作总体目标

是“两个确保、六个减少”。为此，浦东新

区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构建和加强五条防

线建设和管理：第一，一线海塘防线；第

二，黄浦江防汛墙防线；第三，区域排涝防

线；第四，建设工地防线；第五，安全用电

防线。力争“少伤亡、少损失，积水少、退

水快”，努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行和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浦东新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快、经济不断发展、人口不断增多，而防汛

排涝设施建设还相对滞后，防汛安全还远

未达到高枕无忧的程度。防汛会议要求，

各部门、各单位要执行以行政首长负责制

为核心的各级各类防汛责任制，“以块为

主，条块结合，条条保证”，努力形成既分

工明确又相互协调的防汛工作局面，进一

步提高防汛工作的整体合力。

各部门、各单位要以“责任落实、全面

排查、消除隐患、保障安全”为目标，按照

《上海市防汛（防台）安全检查办法》的规

定，在前阶段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在

建工地、高空构筑物、危棚简屋、小区排水

管网、地下空间、设施菜地、道路下立交、

临时筑坝封堵管道、病险水闸、堤防薄弱

岸段等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预判、预告、

预案”等“非工程”措施建设；气象部门要

加强强降雨的监测预报工作，努力提高预

测预报精细化水平，为防汛指挥决策和应

急措施落实争取主动；气象、防汛、公安、

交通等部门要畅通和拓展预报预警、交通

出行等信息的发布渠道，广泛运用广播、

电视、报纸和各类新媒体平台，及时、广泛

做好对市民和社会各界的告知；各街镇、

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区防汛指挥部的统

一部署，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性，根据不

同灾情，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认真

修订完善各级各类防汛专项预案；特别是

对问题隐患，要做到“一处一预案”、“一事

一预案”，确保预案的针对性、操作性和实

用性，真正做到“预案在手，临阵不慌”。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5月27日，“共同的家园——2016金杨

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式暨大型话剧《芬芳》

首演”活动在社区单位解放军 73807部队

礼堂拉开帷幕。

首演的大型话剧《芬芳》，取材于“金杨好

人”、“金杨好家庭”等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

将社区3个普通家庭的情感交织浓缩在一部

剧中，通过艺术创作手法，展现了居民的社区

生活。该剧充满了社区的温暖和真情，诠释

了“大爱无限、花自芬芳”的人生真谛。

近年来，金杨新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围绕“和谐家园”建设总目标，在社区持续

开展了以“金杨好系列”为主题的社区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涌现了一大批“金杨好人”、

“金杨好家庭”、“金杨好事”等先进人物和

先进事迹。金杨社区希望通过社区文化艺

术节的活动平台，为居民搭建一个展示艺

术才华、提升文化素养的舞台，增强居民的

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弘扬“健康文

明、积极向上”的金杨社区文化，助推金杨

“和谐家园”建设进程。

在历时半年的文化艺术节期间，金杨社

区还将举办“金杨好声音”社区演唱大赛等

多项文化赛事、专场、展示、巡演、主题赏析

等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记者 徐玲 通讯员 彭加华

日前，高桥镇陆凌新村携手共建单

位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举办了“粽叶

飘香、喜迎端午”主题活动。公安学员们

和志愿者阿姨一起，包了 600个粽子，送

到一个个孤寡、独居老人家中。

活动中，在志愿者阿姨的指导下，

学员们包得有模有样，怎么叠粽叶，怎

么挽三角，放多少米和肉，再怎么固定

扎住它……一会儿工夫，诱人的粽子摆

满了餐桌，有秤砣粽、枕头粽、三角粽、小

脚粽，煞是可爱。品尝粽子的时候，大家

都说：“还是自己动手包的粽子好吃。”

包完粽子送粽子，学员们与居委工

作人员走访一家又一家的孤寡、独居老

人，陪他们说说话，带着粽香送去情谊。

同时，咸甜好滋味的粽子还送到了武警

部队官兵的手里，为他们提前送上了社

区的端午祝福。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日前，社区老友趣味运动会在汤臣豪

庭居委举行，共有30多位老人踊跃参加。

此次活动由张江青桐老年人日间服

务中心主办，为张江镇第八届社会组织公

益活动月社区公益行系列活动之一，邀

请周边社区老年人参加。考虑到老人的

身体状况，特地为老人设计了一些简单

又充满趣味的比赛项目，比如贴鼻子、掌

上明珠、益智拼图、投球、平地沙包摊位

活动，让老人重温儿时的游戏。

值得一提的是，比赛中35位老人分为

5组小队参赛：绕口令、手拍篮球、萝卜蹲、

你我的红歌等比赛项目，锻炼了老年人反

应能力，体现了老年人文艺气息。参赛的

老年居民身手矫健，现场既紧张激烈又妙

趣横生，鼓劲加油声与欢笑掌声此起彼

伏。老人们通过互动锻炼了身体，愉悦了

心情，增进了交流。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祝桥镇机场第二敬老院在上

海市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试点工

作中，获评上海市三级养老机构，这是

浦东南部地区唯一一家入围该级别的

敬老院。机场第二敬老院刚刚度过了

30周年院庆，此次获评“市三级”，是对

敬老院 30 年来坚持标准化建设的肯

定。院长邱银花表示，“在我们院里，一

切以能力说话，以证书说话，我鼓励每

一名员工多学技能，运用到工作中，为

老人带去更专业更贴心的服务”。

在机场第二敬老院院长办公室里，

放着不少奖杯和奖状，抽屉里，则是一

沓各式各样的技能证书和荣誉证书。

记者了解到，目前，敬老院有一线护理

员80名，全部获得养老服务初级及以上

证书，其中，中级22名，高级4名，数量位

居新区前列。同时，敬老院还培养出了

社工师、心理咨询师、康复师、营养师等

多名，护理员们熟练掌握了精湛的服务

技能，为老人提供专业级别的服务。11
年前，护理专业毕业的张晶来到敬老院

工作，邱银花鼓励张晶发挥特长，在为

老服务岗位上磨炼自己。于是，张晶开

始了各项学习和培训，“培训的日子真

是挺辛苦，幸亏院里支持我，将其它工

作尽可能减少，我才有时间完成各种培

训，顺利考出了社工师和康复师的证

书。”张晶说。

在机场第二敬老院，证书是能力的

体现。敬老院除了参加行业内部技能

培训，还自行委托专业机构上门为护理

员进行专业培训。据透露，培训工作将

在下半年开始全面实行，每月一次，分

批培训，让护理员接触到最前沿的护理

知识和技能。

能力提升也为护理员们带来了看

得见的实惠。在民政部门统一为护理

员发放津贴前，机场第二敬老院已经实

施了给予不同级别的护理员不同补贴

的做法，“祝桥镇政府对敬老院标准化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视，投入大量

资金进行硬件大修，又完成了与原施湾

敬老院的合并。在护理员队伍的能力

培养上，敬老院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

持，护理员的能力提高了，待遇提高了，

服务提升了，老人的满意度自然提高

了。”如今，敬老院里形成了良好的学习

和竞争氛围，优质的服务让敬老院获得

了上海市文明单位、全国养老机构十大

标杆单位等荣誉。

祝桥镇机场第二敬老院在医养结合

方面也有着较早的探索，2010年，敬老院

建立内设医疗机构，现有全科医师3名、

护士2名，急诊老人能够得到及时救助，

住养老人的医疗康复也得到了保障。据

介绍，今年年内，敬老院将完成保健站升

级为卫生所的申报工作，院内预留了100
张左右的护理床位。届时，敬老院将实

现养老服务和护理服务齐头并进，让更

多有医疗需求的老人换床不换院就能享

受到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少一些忙碌，多一点陪伴。儿童节

前夕，由浦东教育局联合家乐宝共同举

办的“和谐家庭 健康膳食——从一顿

饭开始”活动在浦明师范附属小学展

开，通过让“菜篮子”进学校，希望在即

将到来的儿童节，孩子们可以和忙碌的

家长们一起做顿饭，让孩子们能够过一

个难忘的儿童节。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浦东新区教育

局第三教育署牵头，家乐宝向浦东新区

6所幼儿园、6所小学的教职工和学生家

庭赠送了农产品，其中包括西红柿、土

鸡蛋等食材，葱、姜、蒜等辅料，方便家

长们和孩子一起做饭菜。

记者了解到，每年的儿童节已成为

各商家的节日，消费不断升级。浦东新

区教育局第三教育署署长童自强表示，

与其带着孩子去消费，倒不如抽出时间

回归家庭，好好和孩子一起下厨做餐

饭，从人挤人的尴尬中解脱出来，关心

一下孩子内心的世界，与孩子共同成

长。他表示，平日里家长忙于工作，仅

买菜就要花40分钟，如今通过电商平台

只要花 3分钟时间下单，“菜篮子”就能

送货上门，省时省心，也为家长和孩子

的相处提供了更多时间。

对此，家乐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高比布表示，家乐宝希望借助此活动，

倡导平时因工作忙碌而暂离厨房的父母

们能和孩子一起做一餐饭，在洗菜、切配、

腌制、烹饪的过程中让孩子亲近生活。他

表示，今后家乐宝还将携手更多社会群

体，让市民了解健康饮食的重要性。

据悉，家乐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

立于 2014年，是一家以B2C及O2O为

运营模式的全品类生鲜电商，目前业务

范围已覆盖全浦东，旗下还拥有专注于

B2B业务的大白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此前，家乐宝曾宣布将收购美味七七旗

下资产。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中国台湾著名摇滚乐团动力

火车以及中国达人秀第一季全国总冠

军刘伟一行来到浦东区级阳光基地开

展助残公益活动。

达人秀冠军刘伟和学员们分享了

他的励志故事，“我从来没有把我归为

特殊群体，就是你们用手做的东西，我

用脚做，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没有

不一样。”刘伟身上那种坚强意志以及

不卑不亢的生活态度深深感染了全场

的学员。动力火车与全体学员一起激

情演唱《彩虹》，并为学员们送上了演唱

会的爱心门票，鼓励大家敢于走出家

门，融入社会。

活动现场热闹而温馨，见到平时只

能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明星，区级阳光

基地的学员们都非常兴奋，并且自信地

站在台上为大家表演了“友咪三字经”。

“友咪三字经”是基地学员的入门级展示

项目，通过简单易记的“三字经”让学员

把复杂的制度简单化，并配合手语将其

展现，有效地把阳光基地的制度、流程、

礼仪等结合起来，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培

养学员的岗位能力，让学员能融会贯通

地理解和运用，在活动中学到了岗位知

识，提高学员的职业竞争能力，实现‘平

等、参与、共享’的目标。动力火车和刘

伟用热烈的掌声和灿烂的笑容回应学员

们的表演，他们还和学员一起，共同完成

了公益皂以及鼠标垫的绘制，明星和学

员共同为自己的精美手工作品喝彩。

“唱响公益、传递爱心、爱在益起、你

我同行”，通过此次活动，学员们感受到

了艺人为梦想拼搏，不畏艰难，乐观的精

神，也增强了他们全身心投入到个性化

培训中，为实现就业梦想而努力的信心。

话剧《芬芳》展现了社区居民互帮互助的邻里关系。 □徐网林/摄

金杨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
大型话剧《芬芳》首演

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 申城很可能出现严重汛情——

浦东全面部署做好防汛抗灾准备

机场第二敬老院获评市三级养老机构

为老人提供更专业更贴心服务
公安学员包粽子敬孤老

老友趣味运动会重温儿时游戏

动力火车
达人刘伟浦东励志

家乐宝“菜篮子”
进学校
倡导家长多陪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