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蒙明仓储有限公司乙类危险

化学品仓库和堆场改建项目位于上海

浦东外高桥港城路 2336 号现有厂区

内。项目主要内容为：改建仓库建筑面

积5147m2，堆场20000m2及其环保设施。

环评初步结论：该项目符合各级产

业导向和规划的要求，在落实环评中提

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的前提下，本项目的建设环保可

行。

现根据国家法规及规定，征求附近

居民和单位对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详细信息见上海环境热网:
http://www.envir.gov.cn/docs/2016/
20160905025.htm

建设单位：上海蒙明仓储有限公司

联系人：丁先生

电话：51978112
电子邮箱：460095292@qq.com
环评单位：伊尔姆环境资源管理咨

询（上海）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电话：53853050
电子邮件：chinaeia.public@e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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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就下出风空调进行采购，兹邀请符合本

次采购文件要求的供货单位对采购文

件中涉及的主要内容进行竞价。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下出风空调采购

1.2 项目编号：2016TP-003
1.3 项目地点：浦东新区

2、 有关要求

2.1 投标方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中国境内注册

的独立法人。投标人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0万元人民币；

（2）投标人必须为设备的生产商、

原厂代理商或提供原厂项目授权的供

应商；

（3）提供有效期内的泰尔认证及

其检测报告。

2.2 入围人数：选取1家公司入围

2.3 付款方式：合同约定

3、 竞价文件将在上海浦东东方

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发布（电子文档 请

携带存储设备）。

3.1 发布时间：2016年 9月 8日至

2016 年 9 月 14 日止，每天 9∶30～16∶00
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3.2 发布地点：上海浦东东方有线

网络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博霞路

160号107室）；

3.3 联 系 人：游小慧、吴天琪；

3.4 联系电话：

021-51196000-71351，71358；
3.5 传 真：021-31220283；
4、 递交竞价文件截止时间：2016

年9月21日上午9：30（北京时间）。

5、 递交竞价文件地址：上海浦东

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

博霞路160号107室）。

6、 竞价时间：2016年 9月 22日上

午 9：30（北京时间，如有调整以最终通

知时间为准）。

7、 竞价地点：上海浦东东方有线

网络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博霞路

160号）。

8、 领取竞价文件要求：提供公司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组织机构代码复印

件及领取竞价文件人员的公司授权单

（含领取人身份证复印件），相关资质证

明文件等，以上文件均需加盖公司公章。

注：本竞价公告仅发布在《浦东时

报》上，未经授权不得转载，竞价文件也

不进行网上电子发售。

上海浦东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下出风空调采购公告

■本报记者 赵天予 通讯员 乔洁

今年6月至今，东明路街道4个居民区

先后举行了“路面拓宽缓解停车难”居民

听证会，通过调整绿化布局，扩充小区停

车位。

挖潜扩容停车位

“增加小区停车位一直是我们的愿

望，今年上海开展交通大整治以来，这个

愿望更加迫切了。”居住在金桂苑居民区

的车主高先生告诉记者，以往小区停车位

满了，部分车主就怀着侥幸心理，将车违

章停放在小区外面的道路上，交通大整治

以来，一张张罚单令他们望而却步，只得

想办法挤进小区停车。

由于小区内道路两侧停满了车，小区

通行愈发拥堵，非机动车甚至行人行走都

不顺畅，而部分停车位少、道路较为狭窄

的老式小区，更是险象环生。“有一次大半

夜，小区里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打120叫来

救护车，但是小区道路两侧都停了车，救

护车根本没办法开进去，急救医生只能扛

着担架跑进小区。”凌四居民区党支部书

记张俊义告诉记者，这件事情传开后，往

日里坚决反对调整绿化、扩建道路的居民

也松了口，于是征询听证工作摆上议事日

程。

6月 15日，金桂苑居民区召开路面拓

宽缓解停车难征询会；7月11日，金一居民

区召开711弄、726弄两小区拓路增位工程

居民听证会；7 月 18 日，凌八居民区召开

379弄部分道路拓宽整修听证会；8月8日，

凌十五居民区召开路面拓宽实施工程协

调会……而在整个东明范围内，更多居民

区跃跃欲试，打通生命通道、增设停车空

间，实现居民共赢。

在已经完成小区道路拓建工程的凌

兆路 608弄小区，车位从原本的 70余个扩

容至117个，而小区居民停车需求在100辆

左右，切实满足了居民的停车需求。而且

停车位扩容后，道路旁即使停满了车辆，

中间仍然可以空出一条宽敞的双车道，丝

毫不妨碍通行。

“以前，居民间经常为了停车问题发

生争执或者冲突，影响社区和谐。”张俊义

表示，扩建完成后，有车一族无论几点回

家，都能顺利停车，哪怕早晚高峰，小区内

道路也是畅通无阻，居民的生命通道安全

了，大家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后续配套补绿化

道路拓展后，小区绿化应该如何进行

补救？

“这一点是反对工程的居民最终妥协

的关键。”张俊义透露，当时不少居民就是

在得到绿化面积只增不减的承诺后，才同

意施工，而社区也没有让他们失望。东明

路街道社区管理办提出了提高绿化密度、

调整原有绿化区域、补种适合的苗木等措

施，并提出配套增设立体绿化设施，以此

让小区绿化面积与改造前相比只增不

减。记者在凌兆路 608弄小区看见，路边

新建停车位上方搭建了金属支架，并挂上

了一道铁丝网。“我们种植了紫藤花等爬

藤植物，等到它们成长后能爬满停车棚，

既能遮阳，也为小区增添绿意、花意。”张

俊义称。

而在翠竹苑居民区，地桩锁整治工作

正在开展。以前，为了抢占车位，翠竹苑

部分居民在主干道上、绿化带旁等处随意

私自安装地桩锁，据统计共有104个，导致

小区道路满目疮痍。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阎锦萍告诉记

者，小区若要开展道路调整工作，必须先

清理干净这些“伤疤”，营造一个整洁、公

平的大环境。“整治开始前，我们在居民

区张贴通知，告知居民自行拆除的时

间。”阎锦萍称，清理工作得到了广大居

民的支持，没几天居民自行拆除了 62 个

地锁。“剩余 42 个因为正有车辆停着暂

时无法拆除，但很多居民都向我们保证

会自行拆除。对于坚决不拆的车主，我

们会请街道相关部门进行强拆，确保居

民区道路通畅。”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气象部门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边缘影

响，今起三天为多云天气，气温逐渐回升，

最高气温30-31℃，最低气温20-22℃。

昨天，申城的雨水下得“彻头彻尾”，

截至16时30分的累积雨量显示：全市大部

地区都超过了 33 毫米，各区中，松江站

46.6毫米为最大，崇明19.5毫米相对最小；

而浦东南部的个别站点则超过了70毫米。

在雨水的打压下，昨天白天气温上升

有限，最高气温为 22.1℃，全天的温差较

小，体感比较凉爽。周四起，受副热带高

压边缘影响，连续3天为多云天气，气温逐

渐回升，最高气温 30-31℃ ，最低气温

20-22℃。

昨天迎来了二十四节气的“白露”。白

露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一般

温差在10℃左右。不过，对于上海来说，目

前仍未搭上“秋天的列车”。据气象记录显

示，申城从 1981年起至 2015年，平均入秋

时间在10月2日，也就是说白露节气（9月7
日-9月22日）距离秋天的平均门槛还有10
天左右。当然，期间也有5年是在9月22日
之前就顺利入秋的。目前上海尚处于季节

转换时，气温起伏较大，因此市民还需留意

最新的天气信息，做好生活安排。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日前，由新区就业促进中心和高桥镇

联合举办的“2016年高桥镇创业者俱乐部

分享会”顺利举行。本次分享会采用“创

业新秀”与高桥社区创业者互动交流的方

式，由“创业新秀”分享成功创业的经验，

以此开启高桥参与创建特色创业服务社

区工作。

此次分享会以“创业面对面”为主题，

新区就业促进中心的专家介绍了当前浦东

的创业形势，并对社区创建特色创业服务

社区工作提出建议和要求。随后，上海市

和浦东新区“创业新秀”、上海厚钧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惠寅，浦东新区“创业

新秀”、上海雪镜斋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戴

炜，先后介绍了成功创业的经验和体会。

黄惠寅和戴炜也是来自社区的创业

者，都是从非正规就业的劳动组织起家，经

过多年的努力，在信息科技、服务贸易项目

中取得了可喜的业绩。黄惠寅原在高桥创

业，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营项目

的需要，现已入驻张江高科技园区发展，他

是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也是高桥镇创业

者俱乐部的主任。黄惠寅表示：“一个人、

一个企业创业成功不算什么，关键是要带

动和引领一批人创业，而且要帮助他们成

功创业。希望分享会能够为有困难的创业

对象起到‘帮一把，扶一下’的作用。”

由高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创

办的“高桥镇创业者俱乐部”成立于 2013
年 3月，旨在为社区创业者提供交流联谊

的服务平台。俱乐部成立 3年多来，立足

于帮助社区创业者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

的难题，并积极引导社区青年投身创业行

动。通过“高桥创业者俱乐部”网站，平

台为创业企业提供政策、用人、经营等多

方面的信息服务，在社区“创业带动就业”

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高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负责

人表示，此类分享会将定期组织，使社区

创业者在“头脑风暴”中逐步形成一批适

合社区创业的项目，并培育一批社区“创

客群英”，也为特色创业服务社区创建工

作积累经验。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八月里，浦兴路街道用实际行动

做好双拥工作，用文化大餐丰富部队

的业余生活，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街

道为武警浦东支队的官兵送上电影 5

场次。

为了满足战士们的观影需求，街道

武装部在放映前广泛听取官兵意见，由

街道文化中心制定个性化的放映菜单，

为战士们送去了《八月一日》《惊天动地》

《血性山谷》等多部精彩影片。

洋泾街道离休老干部顾点龙今年

83岁。离休后，老顾“思想常新、理想永

存”，不但自己善于学习、热心公益，还积

极参加支部和社会各类活动，弘扬正气，

做好关心下一代的工作。

从 1999年起，老顾就参加了失足青

年的帮教工作，先后帮助了小王、小彭、

小林和小邹四人，经过他耐心劝导，都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邹、林二人提前解教。

2003 年，经浦东新区老干部中心介绍，

老顾与云南的贫困学生黄天磊结对，后

来小黄成了孤儿，几次差点失学，老顾无

微不至地关心小黄的成长，并写信鼓励

逆境中的孩子。多年来，他和孩子通信

三四十封，先后资助8000多元。在老顾

的鼓励和帮助下，小黄考上了大学，老顾

继续给小黄寄生活费。顾点龙用自己的

爱心为远方的孤儿撑起了一片关爱的天

空。小黄十分感激老顾的帮助，他在来

信中写道：“等我学成以后，要把爱心接

力棒传下去！”

老顾先后担任洋泾中学、建平中学、

高桥中学、华师大二附中和公利医院青

年的政治辅导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宣

传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成

为青年一代的良师益友。与环境学校的

青年学生和曹路农民工子弟小学的困难

学生结对是洋泾街道离退休老干部坚持

多年的传统。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

周年读书征文比赛总结表彰大会上，老

顾又被聘请为环境学校的校外辅导员。

在与曹路农民工子弟小学老少结对帮困

助学仪式上，老顾深情地发言：“青年一

代是祖国的未来，现代化建设要靠你们，

你们要努力学习，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

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将来可以帮助

到更多的人。”

顾点龙无私奉献、帮困济贫，不管是

社会或街道社区捐款，他都积极参与。

自2002年起，老顾每年两次为居民区青

少年捐款，加上为抗震救灾、交特殊党

费、资助居民区敬老活动、街道“一日

捐”、为贫困老人和癌症患者等捐款，合

计已达十多万元。（浦东老干部局供稿）

寻找共同利益 解决停车难题

东明各小区陆续解锁“生命通道”

未来三天气温逐步回升

高桥镇举办成功创业分享会

离休后依旧“思想常新”
——记全国关工工作先进个人顾点龙

浦兴路街道露天电影进军营

昨天，在雨水打压下，申城最高气温只有22.1℃。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