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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会、行业协会、企业科协及有关
单位：

为了展示浦东新区科技工作者在科

学研究、工程技术、专业服务等科技创新

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激发广大科技工作

者的聪明才智、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学

术繁荣、学科发展、人才成长和科技进步，

为实现浦东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服务，根据《中国科协章程》关于

“表彰奖励优秀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有关

精神，按照《浦东新区优秀科技论文评选

办法》（浦科协〔2013〕14号）的规定，决定

在全区开展第九届优秀科技论文评选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
在浦东新区居住和工作的高新技术

企业、研发机构、大专院校、机关、科技社

团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的科技人员。

论文申报者为论文第一作者。

二、征文范围
1、参评论文应是自 2015年 7月 1日

至 2017年 6月 30日期间，在公开出版的

学术刊物发表过的科技论文。

2、参评论文的学科领域，参照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基础研究

领域分类，结合浦东新区学术特色和产业

特点，分别是电子信息，生物产业，医药卫

生，材料及化学、化工，新能源，环境保护，

建筑、园林，现代农业，科学教育，金融、航

运，其他。

三、奖项设置
浦东新区优秀科技论文奖项设置按

学术类（以学术水平为主要衡量标准）、产

业类（以实际应用价值为主要衡量标准）

分类开展实施，分设优秀科技论文一等

奖、二等奖、三等奖和提名奖若干名；另设

优秀科技论文青年奖若干名。获奖论文

由主办单位颁发浦东新区优秀科技论文

荣誉证书和奖金。

四、申报办法
1、区级学会、行业协会和企业科协的

科技人员，可向其所在学会、行业协会、企

业科协申报，由学会、行业协会、企业科协

统一转送有关初评负责单位。未加入区

级学会、协会组织的企事业单位及政府机

构中的科技人员，由所在单位推荐，可直

接向有关初评负责单位申报。

2、申报论文，应由论文第一作者填写

“浦东新区第九届优秀科技论文评选申报

表”，提交论文发表刊物的封面、目录、原

文复印件，一式三份，并同时提交word版

论文电子文档（注意：pdf 版不予受理）。

全英文论文应提交 500字左右的中文摘

要。申报文件及表格可在浦东科普网

（www.pdkp.org）“通知通告”栏目中下载。

3、申报者工作单位或推荐单位须在

申报表内填写单位推荐和评价意见。

4、论文申报截止期 2017 年 7 月 31
日。

五、评选程序
1、专业初评：委托有关学会及部分高

校等相关单位组成 11个专业初评组，负

责征集论文及初评工作，对初选论文提出

“专业初评意见”，向论文评选办公室推荐

若干篇论文。

2、综合推荐

组织专家召开综合协调会议，对通过

专业初评的论文进行审核与平衡，优先考

虑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兼顾各专业

领域现存差异，提出各奖项候选论文和

“综合推荐意见”，并对推荐为一等奖的论

文进行科技评价。

3、终审表决

论文评审委员会举行专门会议，对各

奖项候选论文进行终审表决，产生各奖项

获奖论文。

4、社会公示

终审表决产生的各项获奖论文将通

过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公示，接受广大科

技人员和各界群众的监督。

六、评选工作机构
论文评选办公室设在浦东新区科学

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负责科技论文评选

日常工作。论文评选办公室不受理论文

申报。

联系地址：浦东新区成山路 990 号

802室（邮编：200125），联系人：金睿，联系

电 话 ：38583319，Email：jinr1968@sina.
com。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协会

关于开展浦东新区第九届优秀科技论文评选工作的通知

随着网络的发展，互联网电视机

走进千家万户。但有消费者反映互联

网电视的“强行植入广告”给他们的生

活带来严重困扰。

日前，消费者张先生向浦东新区

消保委去电投诉称，他于 2014 年 9 月

购买某品牌电视机一台，2016 年 5 月

左右电视开机时出现广告，时长 10-30
秒不等。张先生与电视机品牌售后沟

通要求去除开机广告，客服告知这是

正常行为，无法取消。张先生认为自

己正常的观看电视体验受到了影响，

于是进行投诉，要求经营者尽快取消

开机广告并道歉，如无法取消希望能

协调退货。

接到投诉后，消保委工作人员与

经营者取得联系。经营者表示，广告

是机器后台第三方软件运营商植入管

理的，故需用户自己联系视云客服。

张先生表示无法接受，将会通过其他

途径进一步维权。

消保委工作人员了解到，卖场的销

售人员在介绍产品时，多是重点宣传产

品的优点。对于电视机自带开机广告

是否提前告知消费者的问题，大部分销

售人员都不会事先说明。针对该起投

诉，消保委认为：

一方面，消费者有知悉其购买使

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

利。作为商家和厂商，在销售产品时，

应对该产品以及提供的相应服务进行

明确的告知。若不告知，那么就侵犯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另一方面，根据《广告法》第四十四

条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

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网

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

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一键

关闭”并不只是针对网站，同样适用于

互联网电视机。对此，监管部门可依据

相关法律，要求互联网电视机厂商明确

告知消费者开机广告相关信息，并为开

机广告增加“一键关闭”功能，让消费者

有选择权。

对于电视机自带开机广告现象，经

营者也大叹苦经。由于电视机市场逐年

下滑，且利润率极低，这使得众多电视机

生产商必须在硬件销售之外，寻求广告

等其他收入来源。但是，消保委工作人

员了解到，在硬件产品捆绑广告方面，美

国亚马逊公司曾推出一个人性化的做

法，即硬件产品推出广告版和普通版，植

入广告的版本售价较低，这相当于消费

者牺牲体验换来了较低的购买成本。那

么广大电视机生产商是否也可以参照类

似做法？既不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也让

消费者有挑选的权利，达到共赢的目的。

电视机自带开机广告扰民何时休

昨天下午，由沪东街道主办的2017
“沪东杯”双拥篮球联谊赛开赛，来自沪东
街道、驻地部队官兵及极地研究中心、沪
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等12支队伍参
赛。比赛开始前，来自海军某部官兵及沪
东社区健身舞蹈队为现场比赛选手及观
众献上了军体拳、银球飞舞等热场节目。
本次比赛采用分组循坏赛制。至6月29
日决赛期间，街道双拥办还将开展多项特
色双拥共建系列活动。

□见习记者 郑峰 通讯员 高树森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做香囊、学

刺绣、烤蛋糕……日前，南汇新城镇妇女

之家挑选现代女性喜爱的内容“打包”配

送进社区，吸引了近百名来自芦潮港社

区和申港社区的社区居民参与其中。

6月 12日，南汇新城镇妇女之家内

香气四溢，来自芦潮港社区和申港社区

各村居委的 30多名女学员在烘焙师的

指导下，学习烘焙日式蛋糕卷。调制原

料、烤制蛋糕、涂上奶油，经过三个小时

的学习、制作，一个个蛋糕卷新鲜出炉。

一位学员将制作好的蛋糕卷切块装盒，

笑着说：“一定要带回去给爸爸妈妈、宝

宝和老公尝尝。”

自今年 5月底以来，南汇新城镇共

开展了 5场妇女之家配送进社区活动。

端午节前夕，特别请来老师，指导大家用

各种布料和中草药香料制作香囊。此

外，为喜爱刺绣手工艺的学员开设了两

期丝带绣培训课程。

南汇新城镇妇联主席曹燕华说：“现

代职业女性的生活节奏太紧张，通过活动

配送进社区的方式，让社区内的女性朋友

有机会参与喜爱的活动，增加相互之间的

交流沟通，在提高妇女动手能力的同时，

也能让她们更关注自身、热爱生活。”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闪艳

芳）傅雷家书和瓦雕一起展出，会有一个

怎样的效果？周浦镇桃园社区举办的

“弘扬傅雷精神 打造书香桃园——傅雷

家书、译著、期刊拾珍展及桃园特色瓦雕

作品展”昨天闭幕，为期半个月的展览期

间，吸引了800多名观众。

展览设在桃园社区中心，免费向居

民开放。展品包括傅雷早期主编的珍贵

期刊《新语》全5期、《艺术》旬刊，以及他

翻译的、不同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的《约

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等近 30部译

著的初版书藉珍贵史料。

瓦雕展品则是桃园社区居民、上海

收藏协会会员张彥坡的《石库门系列》。

张彥坡多年来收集老上海特色建筑元

素，将其中精华以雕刻的技艺重现在老

宅旧瓦上，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法，

被选入上海市民文化节。

“这些展品好像把我们带回到了年

轻岁月，以前住过的老宅，还有读过的傅

雷作品。”有居民说。

桃园社区党委书记张玉英介绍，这

次展览是桃园社区文化节的一个组成部

分。在5月至10月为期近半年的社区文

化节期间，桃园社区还将举办读书征文、

摄影作品展、红歌联唱会、写家书等文化

活动。

“桃园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动迁安置

社区，3 年来，我们不仅创办了社区报

《桃园之窗》，还相继成立了铭祺书画社、

雅趣民乐队等文化团队，希望通过开展

居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

桃园文化艺术氛围。”张玉英说。

本报讯（记者 徐玲）昨天，历时一

个多月的第9届浦东新区公益活动月落

下帷幕，本届公益活动月进一步探索“政

府主办，社会组织牵头，社会力量参与，

社区成员受益”的运作方式，共有276家

社会组织、超百家企业参与，其间开展了

近500场公益活动，超5万人次受益。

本届公益活动月在社企合作方面

尤为用心，特别推出创新板块“益心益

行，聚创新之力”。浦东非营利组织发

展中心通过“共益坊”“企业志愿者服务

日”“社会创新之旅”3项主题活动，促进

了企业与社会组织的联结；“企业志愿

者服务日”有 18家企业 338名志愿者参

与志愿服务，上海大学剪人生公益发展

中心的志愿者和PayPal中国、耐克体育

等企业的志愿者为灵山、美馨、罗山等

敬老院老人送上了“父亲节”剪纸拼贴

画等活动；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和渣

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开展了“余香

Rose”活动，引导企业志愿者将废弃鲜

花进行二次创作，并送给社区中有需要

的老人；浦东新区全欣公益服务中心携

手上海良友、浦东假日酒店等企业志愿

者，为辅读学校的孩子完成12节历奇训

练课程；在“社会创新之旅”中，68名企

业负责人及社会人士主动报名，参观蒲

公英儿童图书馆等 8 个社会创新实践

点，他们表示会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支

持优秀公益项目。

本届公益活动月得到了新区 36个

街镇的积极响应，各街镇社会组织服务

中心发挥枢纽平台功能，深化传统活动

板块，打造了富有特色的公益品牌。浦

兴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打造“爱在浦兴，

公益同行”品牌，倡导人人公益，践行大

爱。唐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举行“幸福

扬益，爱在唐镇”2017年 i唐公益活动月

系列活动，引导文创企业、自治团队发

挥所长。他们和南汇新城、洋泾、金杨

等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一起获得最佳“公

益社区行”大奖。

活动月期间，200余家社会组织申

报了 300 余场活动参与“公益活动大

赛”，并评选出了“最具影响力奖”“最具

人气奖”“最具创意奖”等奖项。

浦东公益活动月闭幕

举办500场活动 5万人次受益

花样活动展示巾帼风采
南汇新城镇妇女之家配送活动进社区

沪东双拥篮球
联谊赛开赛

周浦桃园社区举办傅雷作品和瓦雕展

为居民送上传统文化“大餐”

本报讯（记者 章磊 实习生 沈馨艺

通讯员 姜颖）昨天上午，上海海洋大学学生

在海边的滩涂上发现一条体型巨大的鱼，长

得很像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

华鲟，随即报警。后经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

人员鉴定，该鱼只是一条杂交鲟鱼。

昨天上午 9点 50许，芦潮港边防派出

所接上海海洋大学学生报警电话称，在海

基三路与海洋七路交叉口附近的海边，发

现一条搁浅的大鱼，“长得像中华鲟”。

民警赶到现场时，报警的学生正围在

这条体型巨大的鱼边上。芦潮港边防派出

所教导员周龑介绍，大鱼体长 1.5米左右，

体重约 40公斤，两腮有微弱开闭，生命体

征较弱。

据介绍，附近渔民在捕鱼时发现了这

条大鱼，正在一旁进行海边测绘的海洋大

学师生根据外形特征分析，觉得可能是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

边防民警、海洋大学师生、渔民与赶来

的渔政人员一起将大鱼抬至海边岸堤积水

处。民警联系了位于崇明的上海中华鲟保

护基地人员。

随后，众人又将大鱼抬至堤坝对面的

鱼塘。在两个小时的等候过程中，民警不

时用水泼洒在鱼的背面，并用遮阳伞为其

遮挡阳光。

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人员抵达时，大

鱼生命体征稳定。之后，这条疑似中华鲟

的大鱼被送往位于上海长江口中华鲟湿地

自然保护区进行鉴定和检查。

经鉴定，该大鱼属于杂交鲟，并非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保护基地工作人员

吴建辉告诉记者，杂交鲟由人工养殖，可用

于食用，虽然外形很像中华鲟，但其实两者

之间并没有太大关系。

至于该鲟鱼为何会出现在这片区域，

吴建辉认为存在多种可能。“有可能是去年

清江泄洪时逃逸的鲟鱼，也不排除有人买

来放生的。”吴建辉同时提醒，杂交鲟不是

长江土著鱼种，存在生物入侵威胁。

临港海边发现疑似中华鲟
已被证实是杂交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