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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促进会遗失上海市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收据联1张，票

号：1600187052，特此声明。

特斯拉超级工厂项目（一期）第

一阶段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的网络链接为：http://xxgk.eic.

sh.cn/jsp/view/index.jsp，纸质报告书

放置于如下地址：

泥城镇：泥城路2号规划建设和

环境办公室；

四团镇：川南奉公路8123号1号

楼大厅；

海湾镇：海滨路183号海湾镇经

济管理事务中心；

南汇新城镇：申港大道200号城

镇管理办公室；

公众可现场查阅。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意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 接 ：http://xxgk.eic.sh.cn/jsp/view/

index.jsp。

公众可填写公众意见表，可以通

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

设单位反映关于该项目环评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不接受与环境保护无关

的问题。

项目更多信息详见上海企事业

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平台（http://xxgk.

eic.sh.cn/jsp/view/index.jsp）。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丁宏奇

高流量大路口行人乱穿马路现象如

何消除？在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

项整治工作中，浦东交警支队开出了一

帖标本兼治新“膏方”：增设对角斑马

线。这处路口位于世纪大道与陆家嘴环

路交叉处。

由于世纪大道-陆家嘴环路口周边

楼宇较多，一到上下班高峰及中午就餐

时间，路口就成为白领员工出入的必经

地。上述3个时间段内，路口民警和辅警

管理压力非常大。

该路口的行人流量主要分布在路口

东北角渣打银行与西南角览海国际处，

而一般需要过两个红绿灯才能达到。要

完成过马路动作，需要经过成直角状的

两个方向的两处人行横道线，等待红绿

灯时间也较长。一些上班族为赶时间直

接斜穿路口。如此一来，事故隐患难消，

路口秩序也显得较乱。

浦东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

整治展开后，浦东交警支队责任区一大

队地方明珠中队在强化该路口行人秩

序管理的同时，开展大调研、大走访，

努力从中寻找新的管理突破口。明珠

中队建议上级部门在该路口设置对角

斑马线，减少上班族过马路的等候时

间，使路口的行人过马路更有序规范。

浦东交警支队决定采纳这一建议。

2018 年 12 月 23 日，对角斑马线设置完

成。

日前，记者来到世纪大道-陆家嘴环

路口。早高峰时段，人流量确实高。红

色禁止信号，行人成群结队等候在停止

线内。一名在览海国际上班的王先生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角斑马线设置

后，只要一个放行信号就可以通过路口，

感觉真的很好。

据悉，随着世纪大道-陆家嘴环路口

对角斑马线的设置完成，浦东新区设置

有对角斑马线的路口增至 3处。另外两

处分别是：张杨路-南泉北路、商城路-
南泉北路。

助力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

浦东“大马路”再添对角斑马线

■本报记者 赵天予

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以“缤纷洋

泾，友邻有你”为主题的洋泾街道第三

届“友邻节”，为社区居民带去许多欢笑

与感动。本次“友邻节”，也是去年洋泾

“家门口”文化服务和社区自治成果的

一次集中展示。其间，21 场各类活动吸

引了大量居民参与。

以活动培育社区骨干

“今天的活动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

‘生动’两个字。”洋泾街道泾东居民区

居民顾先生一边将多肉植物移植到花盆

内，一边向记者说道。他正在参与由社

会组织“四叶草堂”举行的“体验式社区

微景观改造”项目，这个活动属于“友邻

节”中“友邻共享”板块。

本次“友邻节”共分“友邻共享”“友

邻互助”“友邻同乐”三大板块，其中“友

邻共享”板块的活动聚焦居民自治和居

民区治理的热点话题，联动“四叶草堂”

“迁善公益”等社会组织，在 9 个开展相

关自治项目的社区举行“体验式社区微

景观改造”“参与式垃圾分类工作坊”等

活动。与传统的开会、讨论不同，这些

活动注重邀请居民亲身体验，以寓教于

乐的方式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

愿。

顾先生说：“通过工作人员的讲解，

我了解了微景观改造的思路与做法，还

学习到了一些植物的种植方式，现在我

有兴趣参与到社区花园建设的讨论中，

并且有能力在花园建成后，为护养出一

份力。”

这正是本届“友邻节”的初衷：整合

社区资源，以活动为载体，挖掘、培育社

区骨干志愿者，鼓励他们深度参与社区

自治、历史文化传承等“洋泾大事”。作

为“友邻节”的开幕活动，“洋泾故事——

‘家门口’文化营造展”同样秉承了这种

精神——6 家社区企业出资 60 万元，设

立“洋泾社区公益文化专项基金”，将社

区自治金项目全面升级。

全民参与“家门口”建设

小朋友的笑脸则为“友邻互助”板

块增添了一抹亮色。街道结合慈善公

益联合捐活动，邀请社区青少年成为

“小小劝募大使”，通过“小手牵大手”的

方式，引导其他社区居民参与到募捐活

动中。

为了提升“小小劝募大使”的人际沟

通与合作能力，以及社区参与和社区关

怀意识，洋泾公益基金会事前对他们开

展了集体培训。最终，“爱心一家门——

儿童一日劝募活动”共吸引了来自 5 个

居委的 40 多名青少年志愿者，筹集到

8000余元的善款。

“友邻同乐”板块基于社会组织大调

研的意见反馈，为街道辖区内文体活动

类备案社区社会组织搭建展示平台——

“友邻同乐·达人秀”。这项活动前期开

展了持续两周的社区海选，最后有 10支

队伍通过晋级赛和直推的方式，进入到

了决赛环节。

“‘友邻同乐·达人秀’不仅是一次比

赛与演出，还起到了选拔优质群团节目

的作用。”洋泾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这项活动，洋泾形成了社区“家门口”

文化服务项目菜单，在为优质群团提供

展示、交流平台的同时，也推动“家门

口”服务体系建设提质增能。

自 2017年 1月初首届洋泾“友邻节”

启动以来，每一届“友邻节”活动内容都

在结合社区发展重点与社区居民需求的

基础上不断升级，包括参与群体的规模

化、活动形式的多元化、服务内容的专

业化等。据悉，洋泾街道将继续坚持多

维度、多角度，培育这个属于洋泾居民

自己的节日，让更多居民从中收获幸福

感与社区认可度。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蔡佩

兰）日前，合庆镇勤昌村第二村民小组中

心路、园艺场路段安装太阳能路灯二期

工程顺利完成，让附近村民十分高兴。

家住中心路旁38号的徐善平说：“中心路

的电线杆移到路边去后，交通顺畅了，还

安装了路灯，大调研给我们村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福利。”

2018年，合庆镇勤昌春雷村党总支

在开展大调研、走访村民家庭时，位于勤

昌中心路段周边第二村民小组的村民一

致提出：希望中心路能安装路灯。事实

上，勤昌村中心路、园艺场路是直属、海

塘、建光、春雷等几个村通向蔡路集镇的

必经道路，早在2016年末，塘东支路连接

勤昌中心路的道路改造工程就已完成，

但路灯设施迟迟没有完善。

在解决了资金缺乏、工程繁重等问

题后，去年 7月下旬，勤昌村塘东支路连

接中心路段安装太阳能路灯一期工程完

成。250米长的路上，共安装了6盏路灯。

然而，接下去的二期工程又遇到了

困难。中心路段道路往南拓宽两米，路

南的电线杆便杵在道路中间，给来往车

辆会车造成不小的麻烦，上下班高峰时

段更甚。因此，在联系浦东新区供电所，

完成对中心路段的电线杆的迁移之后，

工程才得以继续。

近日，二期工程顺利完工。一盏盏

路灯，照亮了村民的路，温暖了他们的

心。家住塘东支路路口的87岁老人倪玲

娣说：“道路宽了，晚上12点都有人经过，

安装了路灯，照得亮，夜间回家也安全

了。”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曹宣）

1月 15日，曹路镇社区党校 2019年首堂

党课开课。“高校讲师团”讲师游昀之为

镇内 150余名党员带来了“改革开放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的

党课。

游昀之是上海杉达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院长。这堂党课上，她通过

一个个生动案例，讲述了“为什么要实

行改革开放”。党课从进行建设社会

主义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需

求，到提出改革开放时国内外多重因

素影响等方面逐层展开，让在场党员

们体会到了改革开放 40年来的历经苦

难、初心不改，在不断探索和修正过程

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

决心和不易。

党课结束后，党员们纷纷反馈各自

感受。来自怡苑居民区党支部的老党员

秦英芳说：“作为一名老同志，今天听了

改革开放的党课，更加体会到改革开放

让我们中国在各方面取得傲人成绩的不

易，也意识到，今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立

足本职工作，继续努力，珍惜来之不易的

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1月 15日，

以“唱响新时代，梦圆千万家”为主题的

2019年全国社区网络春晚惠南镇东城

社区分会场在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举行，来自东城社区各行各业的志愿者

及文艺爱好者联袂为居民群众奉上了一

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网络春晚上，电声乐队演奏的《红旗

飘飘》、歌伴舞《春天的故事》、RAP说唱

《最惠南》、原创歌曲《爱在东城》、外国留

学生小合唱《Cielitolindo》等形式多样的

节目轮番登台。据悉，本次社区网络春

晚的节目全部由社区的文化志愿者和大

学生们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导自演，为

居民义务演出。

当天，400余名来自东城社区及各

高校的领导干部、教职员工、志愿者代

表、学生代表、留学生和社区居民等一起

参加了这次活动。

全国社区网络春晚已经举办了八个

年头。惠南镇东城社区是浦东目前唯一

一家参与并设立网络春晚分会场的社

区。惠南镇党委书记潘秀红指出，此次

网络春晚活动是东城社区接地气、聚人

气、撬动文化服务于社会治理的一次成

功实践，也是“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要载体，更是镇管社区推动区域化党

建的一次有益探索。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近日，金杨新村街道内的最后一个

“老虎灶”被拆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据了解，“老虎灶”位于金杨“城中村”塔

水桥地块，该地块目前正处于旧改征收

阶段。

“有不少租住此处的外来务工人员常

来这个临时搭建的‘老虎灶’打热水。”城

管金杨中队李雄说。执法人员在现场看

到，“老虎灶”的烟囱不断冒着黑烟，旁边

堆满纸板木材，用铁皮搭建的炉灶也十分

粗糙，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老虎灶’周围的杂物都是可燃物，

周边也都是老房子，极易发生火灾。另

外，‘老虎灶’的使用高峰又在夜间，万一

出点差错导致火势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李雄说，“这个‘老虎灶’涉及违法搭建、无

证经营，又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应立即整

改拆除。”

当天现场，执法人员当即开出《整改

通知书》，“老虎灶”老板也表示自己愿意

配合整改，并希望队员们帮忙拆除。周围

居民看此情况纷纷拍手叫好。有居民说，

“这么多年的隐患终于排除了，这下可以

放心了。”

不仅如此，居民们还向执法人员举

报了附近多个违法点位及存在的安全隐

患。在居民的积极配合下，联合执法队

当天共计完成 35 处违法点位的综合整

治。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上海

市新陆中学与金桥镇文化服务中心进行

了结对共建签约，互惠互帮促进共同提

升。

据了解，此次签约是以提高社区

居民文化素养为出发点，双方将以“自

愿平等、优势互补、共同进步”为原则，

携手推进金桥地区社会文化事业和谐

发展。

签约仪式上，双方就结对共建方

式的优化、活动类型的拓展、项目内

容的丰富等展开了讨论，并初步搭建

了互动平台，以便在后续的工作开展

中，切实地为镇域内居民及广大师生

提供更好的教育文化服务，实现教育

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共同进步、共同提

高。

签约仪式后，金桥镇文化服务中

心向新陆中学赠送了世界名著等书籍

近 2000 册，为在校师生送去丰富的精

神食粮。新陆中学的教师代表详细介

绍了校园红领巾“悦”读项目的基本情

况，并对本次文化服务中心的按需赠

书表达谢意。

结合社区发展与居民需求

洋泾“友邻节”成社区自治载体

勤昌村中心路太阳能路灯二期工程完工

合庆：盏盏路灯温暖村民心

地处“城中村”存安全隐患

金杨：拆除最后一个“老虎灶”

惠南东城社区举办网络春晚

网络春晚上，外籍人士获赠“福”字。 □惠南镇东城社区 供图

金桥文化服务中心
与新陆中学结对

曹路新年首堂党课
聚焦“改革开放”

PUDONG 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