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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行业落实工程性措施
“保高峰”
金海水厂二期工程已建成 7 月并网通水
本报讯 （记者 黄静）本周五，供水行
业将进入传统的夏季高峰用水期，预计今
夏本市中心城区最高日供水量约 640 万
立方米，供水任务依然艰巨，水务部门将
全力以赴“保高峰”，落实一批工程性措
施。记者了解到，其中金海水厂二期工程
已建成，7 月将并网通水，届时将有效缓解
供水压力。
记者从浦东威立雅自来水公司获悉，
根据水量历史数据和天气预测，今年夏季
该公司负责供水的浦东城市化区域的最
高日需水量基本与去年持平，约为 158 万
立方米/日，另需向周边自来水公司馈出
10 万立方米/日水量，实际供水量需达到
168 万立方米/日。面对严峻的供水形式
以及不断提高的服务应急需求和市民满

意要求，公司严阵以待、制定对策、强化责
任、全力以赴，确保高峰期间安全供水、优
质服务，确保平稳度夏。
目前，工程性措施正抓紧落实。金海
水厂二期工程（40 万立方米/日）也已建设
完成，并将于 7 月并网通水。金海水厂二
期投产后，浦威公司的总制水能力将达到
202 万立方米/日。同时，通过“全市一张
网”调度，公司接收南杨管和居杨管馈水，
弥补供水缺口，届时将有效改善张江、孙
桥部分地区及机场泵站进站区域的供水
服务。
浦东威立雅自来水公司还从源头着
手，
确保优质供水。公司定期对原水、
出厂
水、
管网水取样化验，
确保从原水到龙头自
来水全过程监控；
建立了水厂过程水、
出厂

水、
管网水主要水质指标实时监控、
预警体
系；公司根据出厂水、管网水水质情况，及
时优化药剂投加量，
确保水质良好；
根据管
网余氯情况，
做好泵站的中途加氯工作，
保
障公司管网末梢水质安全。
此外，公司将在 6 月 15 日前完成陆家
嘴、世博区域等重要区域大阀门的巡检、
养护工作；对所有区域内的暗漏进行普
查；对供水区域内用水困难地区进行全面
调查和走访，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应
对夏季供水高峰，浦东威立雅公司还进一
步加强对外服务保障，例如进一步提高咨
询来件的处理办结率；提高水表抽查复核
率，监督抄表工作质量；开辟“夏令热线”
绿色通道，安排专门工作人员处理“夏令
热线”工作单，
并加强监督管理。

端午期间将迎来出游小高峰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钱
育星）高考结束，端午来临，又将迎来出
游小高峰。
“目前机票价格呈逐步上涨趋势，部
分航线机票销售火爆。高考后恰逢端午
小长假，预计会迎来一波高考后家庭出
游高峰。”南航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向记
者介绍，根据往年暑运旺季惯例，预计 7
月中旬会迎来第二波出游高峰，暑期出
游客流集中期预计出现在 7 月下旬至 8 月

中上旬期间。
由于今年端午小长假为 6 月 16 日至
18 日，节后请四天假，即可与 6 月 23 日、
24 日双休日拼成 9 天长假，而且目前还没
到暑假旺季，机票酒店价格相对较为实
惠，
直接带旺了不少中长线航班。
对于高考结束后有着“最长”假期的
学子们，如果考虑端午节后至 7 月初这个
黄金出游时间，
此时机票价格仍有一定的
优惠可选择。

南浦大桥伸缩缝整治工程完成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昨天，
记者从
市路政局获悉，南浦大桥伸缩缝整治、浦
西主引桥局部路面专项整治工程已完工。
5 月初养护单位上海浦江桥隧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南浦大桥项目部启动大桥
伸缩缝整治工程与浦西主引桥局部路面
整治工程。
南浦大桥浦西西向东主引桥三号车
道路面整治时采用了同步碎石沥青封层

施工工艺。据介绍，
该工艺具有良好的抗
裂性能和防渗水性，
通过沥青结合料渗入
基层表面，
起着很好的封缝作用。同时能
增加路面的抗裂性能，治愈路面龟网裂，
减少路面反射裂缝，提高路面防渗水性
能。
通过专项整治，
大桥路面在消除车辙
的同时进一步增加了混凝土路面的整体
稳定性与耐久性，
提升了行车舒适度。

书院镇开设法律讲座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近日，一堂
“巾帼律师普法行动”法治宣传暨法律知
识讲座在书院镇举行，
吸引了村居妇女干
部、知心大嫂骨干等 60 余人前来聆听、学
习。
此次法律知识讲座以
“房屋买卖面面
谈”为主题，讲课律师从房屋买卖的交易
流程谈起，细数了新建商品房买卖、二手

房买卖、异地养老购房与海外购房四种情
形下可能产生的购房合同陷阱，
并介绍了
房产纠纷的争议解决途径。
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旨在增强
妇女的维权意识，
提升其知法、懂法、用法
的能力，
引导妇女干部与知心大嫂们将法
律维权的意识与行动融入到“美丽庭院”
星级户创建活动中。

“浦东剪纸”走进上钢校园
选手正在进行焊接作业。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近日，
由上钢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主办的“浦东剪纸”进
校园活动走进了海富耀华幼儿园，
不仅提
升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更带领他们欣
赏、体会到了传统文化之美。
此次活动邀请到了浦东非遗项目
“浦
东剪纸”团队的领头人陈金妹进行现场授
课。在上钢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多年的扶
持下，陈金妹领衔的“浦东剪纸”于 2015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发掘培育各类技术技能型人才

“中华杯”职业技能竞赛焊接项目开赛
本 报 讯 （记 者 曹 之 光）轰 鸣 的 机
械 声 、耀 眼 的 电 弧 光 、热 火 朝 天 的 作 业
景象……6 月 12 日，第六届上海市“中华
杯”职业技能竞赛焊接项目在上海通用
焊接技术培训学校开赛。作为本届“中
华杯”的新增项目，全市 35 名焊工参加
了焊接项目的比赛。
本次比赛由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主
办，浦东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通用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通用焊接技术培训学
校等单位承办，面向本市社会从业人员、

职业院校师生、社会培训机构学员开放报
名。上海通用焊接技术培训学校校长王
晓川介绍，焊工的职业资格共分 5 个等
级，35 名选手中有高级技师焊工 4 人，技
师焊工 12 人。在长达 4 个小时的赛程中，
每名选手以焊条电弧焊、手工钨极氩弧
焊、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电弧焊三种焊接方
式，装配焊接共 7 块板、两根管子的一个
组合试件。整个试件共有 13 道焊缝，十
分考验焊工的综合技能水平。试件在全
部完成提交后，比赛组织方将先用 X 光对

在伟创力上海工厂创立之初，陈琳便成为现
场流水线的第一任生产主管。在每天不断面对问
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她不仅用真诚赢得了客户
的认可，也用实力不断刷新着销售业绩。在陈琳
的带领下，短短两年的时间，流水线便从初期仅有
的 40 名员工，扩容到了 800 多名员工，而陈琳也就
此升任为第一任流水线经理。

第一任流水线经理
带徒施教
“桃李满天下”
公司发展需要人才，身为流水线经理，陈琳不
仅自身业务过硬，在带徒施教上也颇花心思。培
训计划如何制定？如何落实？公司的产品不断更
新换代，如何让员工的技能也随之不断跟上？陈
琳通过考核制度的建立，深层激发员工的荣誉感，
通过这些年的实践，她的徒弟从实习生、操作工到
技术员、工程师，
遍布所有的工作岗位。
不仅在业务上，在精神上，陈琳也特别注重与
员工之间的沟通。她每年都会留有专门的时间和
企业员工交流，了解他们的心声，帮助他们在职业

公交司机狂追百米抓小偷

焊缝进行检验，再由考评员对外观进行评
分，
得出比赛的最终名次。
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中华杯”职业技能竞赛以“面向社会，
面向青年，面向技能”为宗旨，为各类技术
技能型人才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本届
竞赛设 14 个赛事项目，其中新设焊接项
目，是为了发掘、培育出更多对标“上海制
造”品牌建设的“大国工匠”。据悉，本周
五数控综合应用技术项目将在上海电机
学院附属科技学校开赛。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顾莉
娜）近日，市民江女士致电上海市城建热
线，点名表扬了浦东公交 843 路驾驶员龚
师傅。原来，她在乘坐公交车时，遭遇小
偷，幸得龚师傅见义勇为，助其夺回了钱
包。
监控视频显示，当天傍晚 6 点多，江
女士抱着孙女在金杨路金业路站点，
正准
备登上 843 路公交车。此时，一个身穿黑
色上衣的人跟随着她，
并将一只手伸向她
的挎包内。江女士刚刚踏上公交车前门，

无数个
“第一”的背后
——记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琳
上 进 一 步 提 升 ，尽 可 能 地 为 他 们 创 造 发 展 的 机
会。这些年，陈琳带教出的员工中有十多名已成
为了公司的骨干力量。

第一届工会主席
鼓励革新扭转
“颓势”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同样冲击到了伟
创力上海工厂，许多外资企业不断传来撤离的消
息，是去是留成了公司面临的艰难选择。当时，陈
琳恰好任第一届工会主席，她鼓励大家抓住一切
机会实施“自救”。根据制造业加工行业的特性，
陈琳积极组织小发明、小创新活动，让员工尽情发
挥聪明才智，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成本，更好地服务
客户。集团公司被员工心无旁骛、一心钻研技术

年正式成为了浦东新区第五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
课堂上，陈金妹首先介绍了剪纸文
化，
并向大家展示了其近期创作的部分剪
纸作品，
让孩子们对
“浦东剪纸”有了初步
的认识。然后，
陈金妹带领孩子们一步步
由浅至深独立完成了一件件剪纸作品。
孩子们看着一张张纸在自己手下变成活
灵活现的作品，
纷纷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的工作激情所感动，在危机中确立了发展方向。
之后，陈琳带领工程师一起挑战技术难题，和技术
人员一起申请专利，公司 2009 年的营业额从原来
的每年几千万美元发展至现在的 1 亿美元。

第一任中方营运经理
以身示范载誉而行
2010 年，陈琳成为公司第一任由中方员工担
任的高级营运经理，管理着 1000 多名员工。作为
公司生产技术管理人员，陈琳以身示范，带头开展

小偷就从她的包里摸出 了一只黑色钱
包。这一过程被江女士身后的另一名乘
客看在眼里，并及时告知了驾驶员龚师
傅。
龚师傅立即下车，大声喝住小偷，并
引起周围市民的注意。小偷发现情况不
妙，撒腿就跑。龚师傅二话没说，追了上
去。在狂追百米后，
龚师傅和一位好心市
民围住小偷，小偷只好将钱包往地上一
扔，随即逃脱。龚师傅拾起钱包返回车
上，
将钱包交给了乘客。

生产技术创新。这些年来，她个人先后获得两项
国家发明专利、4 项实用新型专利，影响并带动了
其他员工积极参加科技创新活动，帮助公司共获
65 项实用新型专利，创收 1000 多万元，为区域税收
和职工就业作出重要贡献。此外，陈琳还利用自
身工会委员的身份，协助工会主席创立了市级技
能工作室、职工科技创新基地、劳模创新工作室等
工作品牌，有力助推了公司发展壮大和职工成长
成才。2016 年，公司荣获上海市总工会、技协颁发
的上海市技师创新工作室称号，2017 年获得了浦
东新区的职工科技创新基地等荣誉。
由于对工作的热忱和执着，陈琳在伟创力上
海工厂的 20 年里不断挑战自我，创造了无数个第
一，获得了无数荣誉。相信陈琳今后的人生之路
会越走越好。
（浦东新区总工会）

新时代最美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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