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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乘坐地铁出行的市民注意了：原定

于 1月 14日开始的 1、8号线人民广场站

封站改造推延至 1月 17日正式启动，而 2
月 10日的完工日不变，由此工期由原来

的 28天压缩至 25天，进一步降低了改造

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人民广场站临时封闭20号口

据介绍，为进一步确保大客流安全，

提升车站疏散能力，根据上海地铁“补短

板”总体项目要求，今年春运期间，上海

地铁对 1、8号线人民广场站（2号线人民

广场站除外）、2号线张江高科站、8号线

沈杜公路站进行临时停运改造。

为抓紧改造工期，以空间换时间，在

不影响正常运营的前提下，近日，人民广

场（1、8号线）、张江高科、沈杜公路三站

“补短板”安全改造的前期准备已悄然开

始，运营方特别提醒市民乘客有序通行、

注意安全。

其中，人民广场站已于 1月 4日起临

时封闭 20号口，并搭建起临时性施工围

挡，拆除清理了部分设施；张江高科站先

期拆除站台吊顶，实施部分管线搬移，对

改造后的闸机位置进行提前布线；沈杜

公路站则提前进行了2号口扩建，调整闸

机位置和走向，新增“L”型楼梯基础等，

争分夺秒，加紧正式施工前的准备。在

此期间，运营方提醒前往上述三站的乘

客，留意现场的安全引导和提示，切勿擅

自进入施工围挡区域，保证人员安全。

调整改造工期

另外，经过近期再度严密测算，上海

地铁克难挖潜，进一步优化了人民广场

站（1、8号线）的改造施工方案，在确保安

全和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将人民广场站

（1、8号线）改造日期由原定的 1月 14日

延后3天至1月17日正式启动，因此该站

的改造工期调整为1月17日—2月10日，

由原来的28天压缩至25天。

1 月 17 日—2 月 10 日，人民广场站

（1、8号线）改造期间，1号线和8号线列车

将在人民广场站采取“跳站”方式直接通

过，不上下客；该站 1、8号线之间也暂停

换乘。2号线人民广场站仍维持正常运

营，但不能与1、8号线换乘。

为此，前往 1、8 号线人民广场的乘

客，可至相邻或周边车站，例如 1号线新

闸路站、黄陂南路站，8 号线曲阜路站、

大世界站以及 13 号线自然博物馆站步

行前往，也可换乘其它地面交通；需要在

人民广场进行换乘的乘客，请选择网络

其他站点进行换乘，如需要到上海博物

馆、上海城市规划展览馆、人民公园等景

点的乘客，请尽量利用地铁网络换乘至

2号线前往。

2月 11日首班车起，1、8号线人民广

场站将恢复正常运营。

2号线张江高科站及8号线沈杜公路

站临时停运改造时间均保持不变。2号

线张江高科站临时停运改造时间：1月21
日至 2月 10日；8号线沈杜公路站临时停

运改造时间：1月25日至2月8日。

1月7日，2017浦东新区第十四届“双拥杯”军民羽毛球联谊赛在源深体育中心举行。本次比赛由浦东新区双拥办主
办，浦东新区羽毛球协会承办。解放军、消防、武警等部队以及区委党校、民政局、建交委、浦发集团、陆家嘴街道、和之队等
12支军地代表队参加了比赛。经过一天紧张、友好的角逐，最后驻区某部队代表队和解放军第一代表队荣获冠、亚军，建交
委、陆家嘴街道代表队分获第三、四名。据悉“双拥杯”军民羽毛球赛始于2004年，每年的新年伊始，军民齐聚一堂，切磋球
技、增进交流。

图为参赛队员比拼中。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2017年上海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

实施意见近日公布。“上海市义务教育入

学报名系统”将于 3月 18日向社会开放。

4月 8日—23日，在园适龄儿童家长登记

孩子入学信息；5月 6日—7日，民办中小

学统一面谈；5月 7日—28日公办小学报

名验证。

市教委重申：严禁上海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举办各类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严

禁以任何形式进行文化测试选拔并按照

测试成绩分班；严禁将学生奥数成绩、英

语星级考等各类竞赛获奖证书、各类等级

考试证书作为招生录取的依据，并落实相

关的问责制度。

年满6周岁适龄儿童
均须登记

今年上海将继续实行小学一年级

新生入学信息登记办法。年满 6 周岁

（2010 年 9 月 1 日-2011 年 8 月 31 日出

生）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和符合条件的

非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均须先进行入

学信息登记。

2 月 24 日前，家长须对适龄儿童在

读幼儿园提供的相关人口信息进行比

对确认，如与实际情况不符，应到有关

部门补办或更正信息；符合入学条件的

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所持的《上海市临

时居住证》上的居住地址，应与父母所

持居住证（或临时居住证）上的居住地

址相一致。

4月8日-4月23日，在园适龄儿童家

长在幼儿园登记孩子入学信息，获取小学

入学信息登记表；未入园适龄儿童家长在

各区县指定地点登记孩子入学信息，获取

小学入学信息登记表。

5月27日-5月28日为全市公办小学

报名验证日，各区县指定的报名验证点对

已填写入学信息登记的适龄儿童以及家

长的证件进行现场核对。

新增小升初信息核对

4月1日-4月10日，本市小学五年级

学生家长需在学生就读小学核对关键信

息（户籍地址、居住地地址），并填写家长

手机号码（作为家长接收初中入学信息的

联系方式）。如发现有关信息与实际情况

不符，应在4月10日前凭有效证件到学生

就读小学进行更正。4月 10日为本市小

学五年级学生初中入学关键信息核对、更

正截止日。

“校园开放日”信息提
前公告

今年，市教委要求各学校入学登记前

举行“校园开放日”。3月18日—4月7日

为公办中小学“校园开放日”活动时间；3
月 25日—4月 7日为民办中小学“校园开

放日”活动时间。各学校的“校园开放日”

一般会安排在双休日进行。

市教委要求，“校园开放日”以学生和

家长自愿为原则，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入学

报名，不得进行纸笔测试，不得对学生进

行面谈，不得收取学生简历（包括各类获

奖证书）。各学校“校园开放日”安排要提

前通过学校网站、张贴通告等形式告知社

区和家长。

民办中小学网上报名
须提交照片

4 月 24 日-26 日，民办小学网上报

名。4 月 27 日-29 日，民办初中网上报

名。报名时，登录“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

报名系统”，点击“民办小学报名”或“民办

初中报名”进行网上报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家长在网上报名

成功后，需在5月5日前在“上海市义务教

育入学报名系统”的“民办报名学生照片

上传”栏目中按规定要求上传学生本人照

片，未上传照片的学生不能参加面谈。

今年，上海市民办学校招生依然坚

持统一网上报名时间、统一面谈时间、统

一按志愿分批次录取时间；严禁民办中

小学计划外招生，无住宿条件的民办中

小学限定在本区县内招生，每个适龄学

生限报民办小学两个志愿、民办初中 3
个志愿。

人户分离细则3月15
日前公布

市教委要求，3月 15日前，各区县教

育行政部门公布本市户籍“人户分离”适

龄儿童入学实施细则。

具有上海户籍的适龄儿童确有困难

不能在户籍地入读小学的，凭街镇社区事

务受理服务中心出具的《本市户籍人户分

离人员居住登记申请回执》，申请居住地

登记入学（截止日为2017年4月23日）。

跨区县就读的本市户籍小学五年级

学生办理申请回户籍（居住）地就读手续

的截止日为2017年4月10日。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今年起，上海医保将一部分靶向药物

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患者的经济负担有望

就此大幅减轻。有关这项惠民政策的落

实，市医保办最近表示：目前，上海市定

点医院已开始陆续配备这些药品，医保

部门也已督促其他尚未配备的定点医院

抓紧采购。

此外，考虑到医院进药和调整收费系

统需要一定时间，为确保参保人员自 2017
年1月1日起都能享受到这一惠民政策，对

于元旦以后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凭定点

医院医师处方在院内或社会零售药房自费

购买的这部分药品，凡符合药品使用说明

书规定的，可以到区县医保中心申请报销

医保支付部分的药费（具体可拨打 962218
医保咨询服务热线查询）。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坚

近日，浦东公安分局连续查处两起非

法存储、销售烟花爆竹案件。

2016年12月下旬，浦东公安分局蔡路

派出所社区民警老张在辖区走访时，发现

有一位居民提着黑色购物袋从路口的杂货

店出来。看着货物的形状有些奇怪，便上

前询问，果然，袋子里是几个高升。老张立

即将情况跟所领导汇报，通过多日外围调

查，民警发现，不仅该杂货店内非法储藏着

较多的烟花爆竹偷偷销售，杂货店后门外

还有个隐藏的小仓库，内有大量烟花爆竹。

2016年12月30日上午，蔡路派出所会

同治安支队组织民警对该杂货店开展突击

检查，抓获涉嫌非法存储烟花爆竹的店主

顾某，查获各类烟花爆竹30余箱。同日17
时许，航头派出所会同治安支队根据线索

在航头镇中市路空地处的一外地牌号厢式

货车内查获烟花爆竹69箱，当场抓获嫌疑

人黄某。经查，黄某对非法储存烟花爆竹

并欲进行销售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现顾某、黄某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

查获的烟花爆竹予以统一销毁，相关案件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警方提示：今年烟花爆竹销售许可工作

即将启动，上海消防局表示销售点将全部位

于外环外。警方同时提醒大家，目前上海市

场内烟花爆竹销售都是无证非法销售，市民

如果发现应及时举报。今年的烟花爆竹禁

放范围与去年相同，外环线以内禁止燃放。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张江镇与上海瑞福养老服务中

心签约，共同打造“张江镇专业化养老管

理服务体系”，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提

升张江镇公办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让入

住老人享受到个性化、多样化、一体化的

专业服务。

记者了解到，瑞福养老将受托运营

管理张江镇三家养老机构、一家日间照

护中心及社区居家医疗护理服务。据介

绍，与以往的承包制不同，瑞福此次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围绕入住老年人

“专业照护和个案康复”以及“大家庭”生

活氛围重点塑造，将为老服务专业护理

整合起来，建立专业的养老管理服务体

系，通过服务和管理提升效益。

瑞福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李传福表

示，将通过专业贴心的服务提高日间照

护中心的入托率，提高服务团队的专业

化水平。三年内，力争将其中两家养老

机构打造为上海市三级养老院。

据介绍，瑞福养老将有效结合张江

镇的养老服务政策，重点打造软件服务，

在生活照护、康复保健、健康管理、营养

膳食等方面提供规范细致的服务。

优化施工方案 工期缩至25天
“1、8号线人民广场站封站改造”推延至1月17日正式启动

浦东警方查处两起非法
存储销售烟花爆竹案件

“双拥杯”军民羽毛球联谊赛举行

2017年上海“幼升小”“小升初”政策公布

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3月18日向社会开放

沪定点医院抓紧采购
纳入医保范围“高价药”

张江镇打造专业化
养老管理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建设过程中只有两个大球的东方明

珠，弄堂里不起眼的修鞋小摊……这一幕

幕记忆里的浦东场景，被陆家嘴街道的居

民再次挖掘出来。近日，陆家嘴社区志愿

者协会发起“寻找你的陆家嘴记忆”老照

片、老物件征集活动，唤醒了人们对上世纪

时光的回眸。

“可能我们老百姓拍摄的照片不怎么

精致，但是我们相信里面的几处细节和光

线，能够唤醒有缘人的遥远记忆。”相关负

责人称，本次征集的内容包括有关陆家嘴

旧建筑、人文、街区、文化等，能够反映陆家

嘴文明、文化的历史变迁或重大事件的老

照片或老物件。

主办方希望由这些旧物，让人们找回

当年的陆家嘴记忆、故事，以独特的视角回

顾陆家嘴的风貌变革。

本次征集入选作品将在陆家嘴街道

美术馆，以及微博、微信平台进行展示。

征集结束后，主办方还将开展“最美陆家

嘴记忆”评选活动，选出陆家嘴人的共同

记忆。

本活动截止日期为 2月 28日，参与者

可以将怀旧照片、物件的图片以及相关资

料发送至 Ljzsqzyzxh@163.com，或通过微

信号“陆家嘴在线”进行报名。

需要注意的是，参与者需注明照片拍

摄的时间、地点，是原件或翻拍件，并简述

照片或物件背后的故事。咨询电话：

021-50815595。

陆家嘴居民
分享社区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