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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DONG 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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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发票代码：

3100164320，发票号码：39037792，开

票金额：40000元，声明作废。

上海力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沪交运

管 货 字 085518 号 ，车 辆 号 牌 ：沪

D-C7333，特此声明。

食品安全进行时食品安全进行时 栏目主办栏目主办 上海市浦东新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建设地点：奉贤区海奕路 628弄 39
号2幢1层2车间

建设内容：租赁已有生产厂房，从事

人尿源药的前体加工，年产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HCG）粗品 60kg/a、人绝经期

促性腺激素（HMG）粗品225kg/a。主要

生产工艺为抽提、过滤、超滤、沉淀、干

燥、混合等，生产过程无化学反应。

环评结论：项目选址合理，在严格落

实各项污染控制措施后，从环境保护角

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可行的。

联系方式：上海浦东明炎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秦工，021-58378267；安徽显

闰 环 境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李 工 ，

021-54260336。
项目详细信息及意见反馈途径见上

海环境热线网站：http://www.envir.gov.
cn/docs/2018/20180930648.htm

环境评价信息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昨日，作为上

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的重头戏，游泳项目

（青少年组）的比赛在东方体育中心游泳馆

举行。记者了解到，自市运会开赛以来，浦

东运动员持续取得佳绩，已有多个项目获

得奖牌。

本届市运会于 9月 28日至 11月 10日

举行，设青少年组和高校组，新区代表团组

成1500人左右的参赛队伍，参加青少年组

37个项目的比赛。本次游泳比赛是市运

会浦东承办的四个项目之一，将持续至 10
月 14日，全市 15个区的 1000名运动员将

一同参与到100个分项的角逐。相较上届

市运会，本届市运会的游泳项目参赛人数

翻倍，成为除了足球项目以外参赛人数第

二多的竞赛项目。

据了解，浦东通过创新体教结合模式，

建立培养输送的“一条龙”，成功将游泳项

目打造为本区的拳头项目和金字招牌。在

上届市运会游泳项目总计96枚金牌中，浦

东健儿奋勇拼搏，夺取了其中38个项目的

冠军，单项金牌覆盖率高达 39.6%。而为

了备战本届市运会，暑假集训中浦东游泳

队兵分三路，小学组别的运动员在浦南游

泳馆训练，初、高中组别的运动员一部分在

源深体育馆训练，另一部分集训则远赴澳

洲展开。浦东游泳队总教练许晓东表示，

最近几年浦东游泳队一直在训练中强调优

秀的技术风格，将在市运会的赛场上有所

展现，并将以此为平台，力争为上海队输送

更多优秀的游泳人才。

而在早前举行的各项比赛中，浦东运

动员纷纷取得佳绩。比如市运会自行车比

赛（青少年组）比赛中，浦东代表队共派出

16名运动员参加了全部组别的所有比赛

项目。最终，浦东代表队摘得 6金，其中 3
枚来自公路自行车比赛，3枚来自场地自

行车比赛。6个夺冠项目中浦东健儿发挥

出色，还创造了其中 3个项目新的上海市

运动会记录。

而在高尔夫球比赛（青少年组）中，浦

东代表团夺得男子A组、男子B组、女子A
组和混合团体4个冠军。击剑比赛中，浦东

击剑队顶住压力，取得了10枚金牌的好成

绩，也创造了浦东击剑队在市运会上的最

好成绩。手球比赛（青少年C组）中，由康

桥小学、周浦小学、张江高科小学组成的浦

东代表队包揽了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

市运会游泳比赛（青少年组）在东方体育中心开赛

浦东选手已在多个项目摘金夺银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徐朦

2名全国级“三优一能”、39名上海市

级“三优一能”、1名提名上海市检察业务

专家，这组数据来自浦东新区检察院，展

示了该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果。2017
年，浦东检察院制定了《2017-2021年浦

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人才培养规划》。

2018 年，浦东新区检察院提出“一体两

翼”，即以全员岗位培训为主体，以上海

市检察业务专家、全国“三优一能”人才

培养为两翼，加大培养人才的力度和广

度，纵深交织，形成格局，打造一支专业

化、精英化人才队伍。

全员“一体”互动式培训

8月 15日下午，浦东新区检察院检

察一部干警李捷赶至浦东检察院蔡伦路

分部。今天她将在这里给检察一部的其

他干警上一堂名为“案例论辩经验分享”

的培训课程。李捷参加过多次上海市检

察院或浦东检察院举办的辩论赛、演说

会，曾获得全场“最佳辩手”“最具锐度演

说奖”等称号。“今年，院里掀起了一股资

源共享、学习培训的热潮，我自然也要把

我的收获和其他干警分享。”李捷说。

据悉，这次培训活动是检察一部“小

咖秀”系列培训中的一期。该院政治部

主任张为说：“像检察一部类似的培训活

动，每个部室都在开展，这些培训拓展了

干警的综合能力。”

浦东检察院坚持双月教育培训汇总

制度，形成了“院层面带动，各部室联动，

部室间互动”的新格局。截至 7月底，年

内督促落实培训项目329项。同时，该院

还举办多场检察官论坛，内容涵盖人文

素养、刑法前沿问题、法医学鉴定等，现

场观摩与线上直播同步，实现了优质资

源的共享。

“零的突破”全国赛载誉归来

在 9月 20日刚刚闭幕的第二届全国

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业务竞赛中，浦

东检察院张颖荣获第二届“全国检察机

关刑事执行检察业务能手”。张颖是此

次业务竞赛中上海检察机关唯一获奖选

手，也是该院历史上第一位“全国检察机

关刑事执行检察业务能手”，实现了“零

的突破”。“张颖获此殊荣，是她个人多年

来辛勤付出所取得的荣誉，也是我院狠

抓和落实人才培养规划所结出的硕果。”

检察长杨玉俊表示。

据了解，该院检察八部检察官黄金

洪也正全力备战未检条线全国“三优一

能”评比。

据悉，浦东检察院建立后备人才成长

追踪档案，实现一人一档。该项制度已于

今年5月落实，并定期进行更新。目前浦

东检察院共有11名市检察业务专家后备

人才库，其中70后7名，80后4名，覆盖刑

检、民行、金融检察、未检等多个条线。

另外，浦东检察院积极搭建后备人

才授课交流的平台，增加后备人才实战

切磋的机会。

本报讯（记者 黄静）浦东南汇公交继

9月 30日新辟 1135路后，又将于明天在临

港地区优化调整两条线路，即申港 4路和

1077路的线路走向，接驳上海海昌海洋公

园，满足游园乘客出行需求，完善临港地区

公交线网布设。

具体调整为：申港 4 路更名为临港 4
路，调整后，线路自上元路沪城环路（临港

共享区）始发，经上元路、沪城环路、方竹

路、茉莉路、竹柏路、沪城环路、银飞路、杞

青路、铃兰路、临港大道至临港大道地铁站

止，下行循上述走向返回。线路同时新增

方竹路茉莉路（上行单向）和银飞路沪城环

路（海洋公园双向）两个站点，撤销杞青路

沪城环路（双向）站点。线路调整以后，首

末班车时间保持不变，班次间隔不变。

1077 路调整后，自上元路沪城环路

（临港共享区）始发，经上元路、沪城环路、

临港大道至临港大道地铁站止，下行循上

述走向返回；新增沪城环路申港大道（上行

单向），沪城环路银飞路（海洋公园上行单

向），沪城环路杞青路（双向站点），沪城环

路花柏路（海洋公园下行单向）4个站点。

线路调整以后，首末班车时间保持不变，班

次间隔不变。

据悉，为确保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周末

及节假日大客流的疏散，浦东南汇公交根

据园方提供的游客人次预测，结合周边公

交综合运能的现状，制定了应急预案。届

时，一旦出现大客流，当班调度将根据上级

指令，在临港区域抽调部分线路车辆赶赴

指定地点，确保服务供应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用手机进出上

海地铁，现在再也不用到处寻找可以刷码

的闸机，因为所有闸机均支持Metro大都

会APP二维码扫码乘坐地铁。记者近日

从申通集团获悉，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上海

地铁已完成全部约 8000台进出站闸机的

改造，从一个站仅有两个可刷码进站的闸

机，到支持刷码服务通道覆盖率达 100%，

给上海市民及游客更好的出行体验。

据了解，到今年 9 月 Metro 大都会

APP 下载人次突破了 1000 万，作为申通

地铁官方电子票种，日进出站量达到近

400 万人次，用户日活跃度超百万，扫码

乘地铁逐渐成为了新的出行潮流。从主

打刷码乘车服务到地铁食玩购，再到现

在在APP中所构建的一系列列车实时信

息服务、线路详情查询服务、实时到站信

息提醒服务，Metro大都会APP在短短一

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工具到服务平台的

升级。

除了进出站提供方面，Metro大都会

APP还支持下载“电子致歉信”，让乘客在

碰到地铁故障或延误时，可以不用在现场

排队领取纸质致歉信。

上海地铁改造约8000台闸机

所有闸机支持二维码扫码乘车

方便游客出游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浦东南汇公交调整两条线路走向
浦东检察院打造“专业+精英”双化人才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修订的《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以下简称《规

范》）于2018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新修订的《规范》适用于餐饮服务

提供者包括餐饮服务经营者和单位食

堂等主体的餐饮服务经营活动，对餐饮

经营单位建筑场所与布局、设施设备、

原料（含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管理、加工制作、人员要求等方面均作

出规定，并提出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

理的具体措施和要求。新修订《规范》

新增了包括从业人员佩戴饰物不得外

露等多项要求，并首次提出鼓励商家进

行消费提示、开展“减油减盐减糖”健康

促进行动等内容。

调整冷藏温度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

消息，新修订《规范》更加关注从食品原

料采购至餐食供应的过程管理，严防加

工制作过程的食品安全风险，增补、完

善、提高了许多管理要求。

例如在冷藏、冷冻的温度设定要求

方面，将冷藏温度的范围从0℃-10℃调

整为 0℃-8℃ ，将冷冻温度的范围从

0℃以下调整为宜低于-12℃。同时，增

补了食品解冻、食品油炸、高危易腐食

品冷却、餐饮外卖、供餐服务等关键环

节的过程控制要求。

为加强原料进货查验管理，规定

“查验期间，尽可能减少食品的温度变

化。冷藏食品表面温度与标签标识的

温度要求误差不得超过 3℃，冷冻食品

表面温度不宜高于-9℃”。

从业人员不得涂指甲油

《规范》增加了一些新制度、新要求，

例如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建立并实施场

所及设施设备定期清洗消毒维护校验制

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等。根据《食品安

全法》的规定和监管形势的发展，倡导采

用“明厨亮灶”方式公开加工制作过程，

公示食品的主要原料及其来源等。

同时根据全国食物中毒发生的新

规律、新特点，新修订《规范》规定禁止

采购、贮存和使用亚硝酸盐，使用甲醇

等作为燃料应加入颜色进行警示，防止

作为白酒误饮等。

《规范》还对餐饮服务场所提高了部

分硬件要求。例如，对洗手设施提出了洗

手设施附近配备洗手液（皂）、消毒液、擦

手纸、干手器等要求。增添了有害生物防

制设施设备要求。对灭蝇灯、鼠类诱捕设

施、防蝇帘及风幕机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此外还调整了从业人员个人卫生

要求，例如规定“手部有伤口的从业人

员，使用的创可贴宜颜色鲜明，并及时更

换。佩戴一次性手套后，可从事非接触

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并提出“从业人

员不得留长指甲、涂指甲油。工作时，应

穿清洁的工作服，不得披散头发，佩戴的

手表、手镯、手链、手串、戒指、耳环等饰

物不得外露”。 据《中国食品安全报》

新修订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餐饮从业人员佩戴饰物不得外露

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