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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浦东
文化
讲坛

人文
艺术展

少儿
读书
活动

读者
活动

活动内容

提升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大国形象和公共外交
主讲人：赵启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浦东图书馆名誉馆长，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

中国文学之旅系列讲座第七讲 主讲人：鲍鹏山（著名文化学者、浦东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

中国国家地理大讲堂系列讲座 主讲人：单之蔷（《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编）

上海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奖项目——“浦江学堂”少儿国学系列

健康系列讲座:自制药膳 四季适宜 主讲人：沈红艺（上海中医药大学）

专题系列讲座：互联网时代的全球物流新风 主讲人：唐红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一海通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专题系列讲座：多肉植物 主讲人：闵勇（上海多肉协会副会长）

专题系列讲座：“一带一路”战略与民俗文化产业 主讲人：黄江平（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金桥杯”2016浦东新区市民艺术（美术、书法）作品展

美国洛杉矶袁志钟书法研习社师生展

傅雷手稿墨迹纪念展

大美浦东——浦东最美十景系列活动

岁月浸美•唐倩绘画作品展

浦东新区图书馆总分馆建设图片展

迪士尼亲子故事会：迪士尼系列故事（中英文）

作家教你写作文（总第063期）：像童话一样生活 主讲人：梁燕（儿童文学作家）

约会大咖•亲子共读系列讲座（总第018期）：凯旋的勇士：寻找古罗马文明
主讲人：朋朋哥哥（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

故事会总第269期-故事妈妈讲故事：《贝尔熊的新朋友》（讲读人：赖晓兰）《大熊有个小麻烦》（讲读人：叶湘辉）

故事会总第270期-故事妈妈讲故事：《南瓜汤》（讲读人：袁林，刘布，王利达）

小小科学家讲座：南北极低碳旅行 主讲人：高杰（上海摄影家协会会员）

国学沙龙系列活动

红色记忆——经典连环画展

“三人行”英语角

数字图书馆推广活动系列十——健康生活 快乐生活

数字图书馆推广活动系列十一——高考讲座

时间地点

10月23日14:00 1号报告厅

10月22日14:00 1号报告厅

10月29日14:00 1号报告厅

每周六 221、222室

10月15日13:30 2号报告厅

10月15日14:00 3号报告厅

10月16日14:00 2号报告厅

10月29日14:00 3号报告厅

10月6日—10月13日 一楼展厅

10月15日—10月21日 一楼展厅

10月16日—10月25日 一楼大厅

10月23日—10月27日 一楼展厅

10月29日—11月5日 一楼展厅

10月中旬至12月 M层

10月15日 3号报告厅

10月15日13:30 东明路街道图书馆

10月16日14:00 1号报告厅

10月22日10:00 3号报告厅

10月29日10:00 3号报告厅

10月30日14:00 2号报告厅

每周一次 217室

10月1日—10月31日 高桥镇图书馆

每周六上午 一楼东南角

10月22日10:00 3号报告厅

10月23日10:00 2号报告厅

浦东图书馆（新馆）下周喜迎6周年馆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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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图书馆地址：前程路88号

浦东图书馆微信号：pdlibrary

活动如有变化，以当天活动通

知为准。咨询电话：38829588

10月22日，浦东图书馆（新馆）将迎

来6周年馆庆。在这个丰收的十月，“大

书柜”精心策划了几十项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感谢读者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

活动名称

影音
系列

残疾人
读书
活动

图书馆
学术
活动

活动内容

浦图读书沙龙第37期：《少有人走的路》主讲人：金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2016年浦东新区大学生创业新势力选拔赛决赛

浦东图书馆网站傅雷专题开通仪式

《傅雷文集》《翻译研究》首发仪式

2016“陆家嘴金融城杯”诗歌决赛、展演

“悦•读达人”征文活动和朗诵复赛

艺术普及系列：中国画班、毛笔书法班

公益电影系列放映活动

影音知识系列讲座——中外交响音乐欣赏(二)
影音知识系列讲座——家庭影音视听室的声学材料选择

周末影院

盲人电脑沙龙系列活动

盲人电脑培训班系列活动

盲人移动阅读沙龙系列活动

阳光影院系列活动

无障碍电影：解救吾先生

浦东新区图书馆学会2016年会暨第七届浦东图书馆学术论坛

201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展览：交流•体验•创造——公共图书馆在未来

201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论坛：合作与社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新趋势

时间地点

10月15日14:00 217室

10月27日 1号报告厅

10月16日 一楼大厅

10月21日 上海中心22楼

10月 高东文广中心

10月15日13:00、15:30 南汇分馆四楼教室

每周一次 2号报告厅

10月16日13:30 3号报告厅

10月23日13:30 3号报告厅

每周六、日 南汇分馆多功能厅

每周六 M层

每周四、日 M层

每周一 M层

每周三 2号报告厅

10月14日 2号报告厅

10月20日 浦东图书馆

10月25-27日 安徽铜陵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上海的全民健身发展目前状况如何？

刚刚发布的《2015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

公告》给出了答案，2015 年本市全民健身

300指数为254分，全民健身总体发展情况

令人满意。

2012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指数首

次发布，为全国首创。这套评估体系就健

身环境、运动参与、体质健康三项指标，对

上海的全民健身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一次

全方位的测评。2015 年的全民健身指数

共35个量化指标，其中新增1项指标（区级

或社区级体育社会组织活跃度），调整1项

指标（体育场馆免费及优惠开放）的计分办

法。35个指标中，8个客观指标由市体育

局、市教委、市民政局提供，4个主观感受

指标由第三方对市民随机抽样调查获取，

另有 23个客观指标由各区县体育局和相

关部门填报。

报告显示，“健身环境”指数总体与往

年持平，各区县发展相对均衡。2015年，全

市新建体育场地540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1.76平米。截至2015年底，本市共建有

百姓健身步道 582条，覆盖 173个街镇，社

区覆盖率达到 80.1%。向社会开放体育场

地的学校有1260所，占学校总数的83%，占

具备开放条件学校的 96.6%。“社区体育场

地”仍然是市民进行体育锻炼的首选。

目前，全市在册体育健身团队3.8万余

个，各级各类社会体育组织931个，社会体

育指导员总数超过 5万名。2015年，上海

共举办全民健身活动和赛事8071场（次），

173 万人次参与，“运动参与”指数保持上

升势头。市民参与体育健身呈现出需求多

样化、运动项目专项化和参与形式团队化

的发展特征，体育健身团队增长迅速。全

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

40.8%，与 2014年（40.4%）基本持平。快步

走和慢跑、羽毛球、篮球、广场舞、乒乓球等

项目依然是市民最为喜爱的项目。报告显

示，市民经常参加的体育锻炼项目中，快步

走、慢跑占比最大，达到 44.1%。同时，上

海的跑者们已经不满足于跑起来，而是渴

望跑得更好、更专业。统计显示，目前上海

经常参加跑步活动的人群已超过 20 万。

本周日，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和垂直天

空马拉松两场跑步活动将在浦东举行。

在市民参加体育锻炼最主要的目的调

查中，“增进健康”以66.8%的比例排列第一，

其次为娱乐消遣、提高运动能力、促进人际

交往等。调查同时显示，影响市民参与锻炼

的最主要原因是缺乏闲暇时间，占 54.9%，

“不懂锻炼方法”（占15.1%）的因素占比首次

超过“场地设施较远”（占13.6%）因素。

调查显示，上海市民对体育设施需求

排名前五位的场地类型依次是羽毛球馆、

游泳馆、健身房（馆）、健身步道、篮球场

（馆），其中，羽毛球、游泳和足球场地目前

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需求缺口。而市民对

体育场地的总体满意度为82%，已经连续三

年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在场地硬件不

断增加和提升的同时，如何抓好包括场地

卫生在内的“软件”方面的建设，将成为影

响市民参与体育运动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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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下出风空调采购

项目编号：2016TP-003
项目地点：浦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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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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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围数：选取1家公司入围

付款方式：合同约定

竞价文件将在上海浦东东方有线网

络有限公司发布（电子文档需携带存储

设备）。

发布时间：2016 年 10 月 13 日至

2016年 10月 19日止，每天 9∶30～16∶00
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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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游小慧、吴天琪；

联系电话：021-51196000-71351，
71358；

传真：021-31220283；
递交竞价文件截止时间：2016年 10

月25日上午9：30（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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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价时间：2016 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30（北京时间，如有调整以最终通知时

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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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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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家住浦兴路街道的陆先生收

到了街道送上门的双摇护理床。近年

来，浦兴路街道联合各方力量，大力推广

智能化养老服务，为社区老年人带来福

音。

浦兴路街道联合社会组织戴迪健康

产业促进中心，将公益助老关爱行动送

到社区。据了解，针对独居老人、失能失

智老人，街道推出了专门的关爱项目。

服务中，社会组织研制的智能化养老产

品全面提升了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据介绍，通过前期培训，广大社区为老志

愿者掌握了生命守护检测包的使用方

法，志愿者上门服务时，打开检测包，就

像是打开了“百宝箱”，里面有针对失智

老人的音乐播放器，伴随着舒缓的音乐，

老人的情绪就能逐渐安定。智能玩具通

过色彩和器具的刺激，可以延缓老人智

力衰退，保持老人手脑协调和一定的灵

活性。检测包里面还有针对失能老人康

复理疗的手脚脉冲仪，针对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性疾病的低频治疗仪以及智能血

压计等，大部分失能失智老人的康复护

理都能得到解决。护理员+检测包的模

式，也解决了专业护理团队人手不足的

难题，让更多老人体验到了科技为老服

务的神奇。

据介绍，浦兴路街道为老服务中心

从 8 月份以来，已经为社区 80 户失能失

智老人送去上门健康照护服务。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近日，曹路镇健康咨询公益活动在

金海华城老年人综合服务中心举行，二

军大附属浦东新区公利医院的 20位专

家、医疗骨干携带B超、心电图等检查设

备亲临现场，和曹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全科医生一起为社区居民服务。

医护人员耐心细致地为居民检查、

测血压，认真解答居民关于高血压、冠

心病、糖尿病等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

诊治及愈后护理等问题，还给老人们讲

解了体育锻炼、卫生保健、合理饮食、合

理用药等方面的卫生常识，指导老人们

如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当天的义诊活动中，公利医院重症

监护科主任冯刚教授就“如何进行心肺

复苏和人工呼吸”为居民作详细讲解，

随后利用模拟人给大家示范了“心肺复

苏”的操作过程。

当天的敬老义诊活动共有300多人

次参与。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浦东新区红十字会接受了爱

心企业捐赠的 100 台爱心椅和 75 辆轮

椅，并发放到新区红十字老年医院、老

年护理院、各街镇红十字服务总站和部

分社区老年日间照护中心。

这批物资由上海申宏凯林进出口

有限公司捐赠。新区红十字会向爱心

企业颁发荣誉证书。据介绍，申宏凯林

公司从2009年起，多次向新区红十字会

捐赠实物和善款。

《2015年上海市全民健身发展公告》发布

市民锻炼场所首选社区体育场地

曹路镇邀请专家
进社区义诊

浦兴路街道推广
“护理员+检测包”养老服务模式

新区红十字会获捐爱心椅

上海浦东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下出风空调采购公告

社区居民体验护理床的功能。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