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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刘哲遗失二级保卫师证书壹份，

证书编号：1203000233205947，特此声

明。

在很多人眼里，张少能算不上是个“安分”的

人。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就进入了一家大型

国有企业，做机票销售网络的搭建工作。这是很

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稳定、规律，收入也不错。

但这些优点对于当时年轻好奇、极度渴望挑战自

己的张少能来说，却成了他学习先进技术的束

缚。于是，在工作了两年后，他选择了离开，理由

是感觉自己得不到成长。

小试身手 初露头角

2014年，张少能加入花旗金融信息有限公司，

这是他一直向往的技术殿堂，拥有行业领域中先进

的技术和出色的团队。初到公司，张少能就被规范

的工作流程，独具花旗特色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氛围

吸引了。其中，让他最迷恋的要数公司里的学习智

库，无论是金融知识，还是计算机编程类的技术，只

要有兴趣，都可以自主选择在线课程，碰到难题，也

能在这个“网上辞海”中找到答案。

花旗金融的大平台让张少能看到了自己的成

长空间，他也很快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在

刚到公司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他便带领上海团队

与印度、美国团队进行协作，完成了现有的产品压

力测试系统的改造与重构，并收获了“2015花旗之

星”的称号。

开发党建平台 半天完成信息采集

2016年，张少能承担起了党建工作。伴随着

公司业务的调整及员工的自然流动，个人信息的

转进转出成了一件异常繁琐的事，党总支书记戴

志伟便萌生了利用编程特长，开发党建管理平台

的想法。

“谁做过微信公众号的开发？”一条征询信息

在各支部微信群中跳了出来，张少能自告奋勇地

担当起了微信党建平台的技术研发任务。但由于

公司有明文规定，上班时间只能做公司业务，党建

平台的开发只能依靠每天下班后的两三个小时完

成。更麻烦的是，为配合 2017年全国党员信息大

采集，微信党建平台尚未正式使用就面临着升级，

根据要求，整个采集过程只有 10天。花旗金融党

员员工有的在外地出差，有的驻国外项目组，即使

在上海，也分属两个独立的办公场所，因此，平台

升级是唯一的出路。

有前期工作做基础，平台升级的工作量虽然

不大，但挑战不小。要实现线上采集版与线下

word版的版式无缝对接，张少能只能编辑新的代

码，但完全没有前车可鉴。最终，他通过多方查阅

资料和摸索，解决了文档格式匹配这一最大难题。

新的党建平台实现升级，花旗金融仅用了半

天时间，就完成了全公司所有党员的信息采集。

成长蜕变 寻找自己的舞台

2017 年 7 月，张少能被调派到了另一个项目

组，负责风险交易数据分发系统的升级。按照正

常的工作节奏，这个项目差不多要一年多时间，但

出于公司业务需要，该项目必须在 2018 年 1 月上

线，并且没有人可以寻求指导，一切只能靠摸索。

由于验收涉及美方、印度两国公司，在时间的

配合度上要求较高，张少能有时白天忙着解决问

题，晚上及时汇报工作；白天验收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当天晚上必须要赶工解决。在历经半年的

“白+黑”“5+2”的忙碌之后，张少能和团队成员终

于克服重重困难，将数据分发系统重写并在1月前

成功上线。

张少能说，在花旗金融的每一年，他都清楚地

感受到了自己的成长，不仅是技术方面，还有责任

和担当。2018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带着满满的

成长收获，他离开公司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创业

之门正在向他打开。

（浦东新区总工会）

每一年都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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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玲

5月15日，靠近杨浦大桥引桥的金杨

街道罗山五村内召开了一场缤纷社区改

造项目评议会。从 1月到 5月，居民们聚

在一起参加过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金

杨街道罗山五村试行的“三会”制度经过

实践，已打造成为示范样板，同时，聚花园

小广场也在大家的持续关注中变得越来

越缤纷、越来越实用。

“三会”——居民发声的平台

评议会当天，30多位居民顶着今年的

第一个黄色高温预警来到万德路 50弄聚

花园。凉亭里挂着红灯笼，小广场红红火

火正式“开张”。居民张阿姨回忆，第一次

开听证会时，聚花园小广场还是一片坑洼

的水泥地，中间有一个大树桩，居民们没

有歇坐的凉亭，这些需求在听证会上被一

一提出，街道相关部门和设计方、施工方

一起听取居民意见，在听证会之后细化完

善了设计方案。

阳春三月，聚花园项目开始施工，凉

亭搭了起来，小广场地面也铺上了塑胶。

居民注意到，改造后的设施在下雨天问题

比较集中。这时候，街道方面召集居民召

开协调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边做边听，

边听边改，才更贴近居民需求，以免浪费

资源。”凉亭屋檐太短，雨水容易滴到凉亭

内，小广场地面不平易积水，这些问题得

到高度重视，施工方特地在凉亭两侧屋檐

处接了一条上翘的“尾巴”，地面增加了窨

井口，积水问题得到解决。

评议会上，居民区设计了满意度测评

表，张阿姨表示，目前小广场人气很旺，早

上是广场舞天地，下午放学后是孩子的乐

园，晚上灯光闪烁，大家其乐融融，居民们

的满意度不言而喻。

结束——意味着新的开始

“三会”制度在罗山五村完整地走了

一遍，也促使聚花园项目华丽蜕变，应该

说，这个项目已经告一段落，但罗山五村

党总支书记付国平却表示，工作远远没有

画上句号，“万德路 50弄聚花园项目成为

了一个样板，我们还要做更多更好的项

目。”

50弄居民刘师傅是聚花园项目的积

极参与者，在他和其他居民的努力下，小

广场一侧的小花园已经初具规模，“米兰、

杜鹃、腊梅、大丽菊等花木旁插上了标牌，

花架上的两盆六月雪是我们居民出门旅

行时特地从泰州带回来的，我们还自制了

一个微型水景，那块太湖石上刻上了‘罗

五聚花园’几个字，费用都是居民自筹

的。”刘师傅告诉记者，目前聚花园还是初

级阶段，“我们要依靠街道、居委，充分发

动居民，把这里变得越来越好。”

评议会上，附近小区万德路 41弄、52
弄的居民代表也受邀参加，52弄的姜阿姨

无比羡慕，“我们也要借鉴他们的做法，他

们的凉亭、路面，包括周边绿化和彩绘，真

的做得太漂亮了。”41弄居民周阿姨表示，

自己所在小区紧靠罗山中学，停车难、居

民活动空间小，“我们也要采用这个方式，

充分听取居民意见，拿出最好的微改造方

案，让社区更宜居。”

金杨街道缤纷社区工作推进小组相

关负责人表示，在接下来的缤纷社区改造

中，街道将严格落实“三会”制度，将更多

的资源下沉到基层，发掘、保护居民的积

极性，通过微改造、微提升，改善社区环

境，让居民在缤纷社区享受缤纷生活。

5月16日，结合20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由浦东新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主办的纪念
黄炎培诞辰140周年馆藏书画展在南汇博物馆开幕。

此次书画展共从黄炎培故居馆藏精品中精选了55幅书画、23枚印章，这些艺术品
是在2013年内史第修复后，邀请全国158位著名书画家创作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和特殊的纪念意义。

图为参观者正在欣赏展品。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李高明）5月15日，

浦东企业家联合会举行“先进表彰对接联

欢盛会”，以此弘扬企业家精神。

浦东企联系统荣获“上海市和谐劳动

关系达标企业”的上海烟草机械有限公司

等14家先进会员单位、“浦东新区巾帼建

功标兵和巾帼文明岗”称号的先进个人与

集体、“浦东企联十佳青年”称号的先进个

人获颁奖牌、奖状和荣誉证书。

杨怀远、杨富珍等12名全国、全市劳

模，与 12名企业家代表结对共建。企业

家向劳模赠送了“德馨益友”胸章。

浦东企联会长方奇钟表示，企业家与

劳模结对共建，传承劳模精神，将激励企

业家奋发创新创业，这是浦东企联又一创

新举措和特色工作。浦东企联将发挥优

秀企业家的示范领军作用，探索形成具有

浦东企联特色的服务体系。

本报讯（记者 张敏）5月 15日是全

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

日，浦东分局经侦部门在全区多个活动

现场进行广泛宣传，并将主会场设在康

桥双季居委，重点宣传防范非法集资和

网络传销。

浦东公安分局经侦支队一大队大队

长徐岗介绍，近两年，涉众型的P2P案件

相对高发。这类公司非常具有诱惑性，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股权等方式

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而且回报率远

远高于银行的理财产品，有些年化净收

益率竟然高达 20%。这类 P2P 公司善于

包装，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投

资人看重的是高收益，但是这类公司看

中的是投资人的本金，就像击鼓传花游

戏，看谁接最后一棒。”徐岗说。

警方提示，避开投资陷阱需要“三

看三思三不要”，看对方是否取得金融

监管部门的批准文书，并向监管部门

核实；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

经营范围内；看资金投向领域是否真

实、安全、可靠。要思考是否真正了解

行情；投资收益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

律；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

力。另外，警方提醒市民不要盲目相

信造势宣传，不要盲目相信熟人介绍、

专家推荐，他们也可能被骗；不要被高

利诱惑盲目投资，因为高利息的钱其

实就是自己的本金。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马晓

杰）假发套、眼镜、手套、撬锁工具，凭着这

些乔装装备，犯罪嫌疑人妄图逃脱警方的

法眼实施作案，日前，这名盗窃“老手”被

巡逻民警擒获。

5月 7日凌晨 3：15，一可疑男子在惠

南镇沪南公路川南奉公路东侧的路边左

顾右盼，后来他戴上一副手套，钻入了附

近的弄堂，在几辆私家车旁转悠。没一会

儿，该男子就走出弄堂离开了现场。男子

的行为引起了浦东公安分局惠南派出所

综合指挥室监控值守人员的注意。值守

民警意识到该男子可能偷盗了车内物品，

遂通知夜巡民警联防联动进行追捕。当

日凌晨 3：30，巡逻民警在沪南公路观海

路附近将该男子抓获，在他身上查获手

套、假发套、眼镜、手电筒、撬锁工具等作

案工具，以及偷盗来的现金等。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因涉嫌盗窃被

浦东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朱泉春）5月15日，邻港

养护院组织开展“全国助残日”联欢活动，邀

请残疾人、老人、自闭症儿童等一同观看文

艺演出。

当天，来自邻港养护院、老港镇残联、万

祥阳光之家的残疾人，以及徐汇区星雨儿童

康健院的自闭症儿童及其家长，走进老港镇

玄圃石斛基地，在乡村田野间踏青赏花。由

浦东新区康乐俱乐部志愿者带来的文艺汇

演精彩纷呈，歌舞、沪剧、上海说唱，这些带

着浓烈地方色彩的节目令观众鼓掌叫好。

邻港养护院已经连续6年举办助残日

活动。邻港养护院院长黄飞介绍，院内目前

有86名残疾人，其中大多为重度残疾。护理

人员不仅要提供专业的护理保健，还需要给

残疾人家人般的温暖和关爱。

下沉资源实施缤纷社区改造

金杨街道打造“三会”示范样板

“伪装高手”实施盗窃难逃法眼

市民看重收益 骗子看中本金

警方开展防范经济犯罪宣传

黄炎培故居馆藏书画展开幕

邻港养护院传递爱与温暖

企业家与劳模结对共建

本报讯（见习记者 严静雯 记者 张

琪）记者从浦东新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了

解到，浦东医疗保险区级服务点将作调整，

总部将从张杨路3059号迁至浦建路1619
号2号楼，同时撤销洪山路分中心（洪山路

168号），原张杨路服务点更名为张杨路分

中心。

浦东新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将于5月
26日、27日完成整体搬迁，原张杨路服务窗

口继续保留，医保业务正常办理。洪山路

分中心将于5月26日起关闭并迁移，不再

办理任何医保业务。浦建路服务中心窗口

于5月30日起正式对外开放。浦东新区医

疗保险事务中心咨询电话也将从5月30日
起变更为50995001。

新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相关人员透

露，全市通办业务除区级服务点外，市民还

可就近至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办理。

本报讯 （通讯员 松涛）5 月 15
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浦东新区作家

协会顾问倪辉祥的散文集《悠悠浦东

情》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举行。

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由文汇出版

社和上海作家协会散文专业委员会联

合举办。《悠悠浦东情》精选倪辉祥浦

东题材散文106篇，分“桑梓恋歌”“故

里深情”“热土豪情”三辑。倪辉祥从

1978年起在《上海文学》发表作品，至

今已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 400
多万字，先后出版《七彩情缘》等 3本

中短篇小说集，《钱途》《金浦三部曲》

《隐私》等 5部长篇小说，《感悟是金》

《心韵》等 8本散文集。《悠悠浦东情》

是倪辉祥第 17本文学作品集。《悠悠

浦东情》主题鲜明、语言质朴、感情真

挚，是一部咏赞浦东沧桑巨变的倾情

之作，是向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献上

的一份文学贺礼。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扬，上海

作协散文专业委员会主任朱大建，文

汇出版社社长桂国强，上海文艺评论

学会副主席张立行，上海作协研究室

主任杨斌华，浦东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夏友梅、主席王亚岗等出席研讨会。

《悠悠浦东情》首发

浦东医保事务中心服务点将变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