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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 示示

公示时间为2019年4月3日至10日。如对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

可在公示期间向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浦东青联秘书处）反映。联系电话：

20742968；传真：20742969；联系地址：浦东新区锦安东路 475 号 4 号楼

403室（邮编：201204）。

第二十届“浦东新区十大杰出青年”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浦东青联秘书处）

2019年4月3日

王小磊—
男，1981 年

7 月生，汉族，山

东烟台人，大学

学历，法学学士，

群众，现任上海

阅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白金作

家。

王学宇—
男，1995年7

月生，汉族，黑龙

江大庆人，大专

学历，群众，现任

沪 东 中 华 造 船

（集团）有限公司试件焊接员。

王 珏—
女，1986 年

8 月生，汉族，山

东青岛人，大学

学历，管理学学

士，中共党员，现

任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

税务局第四十四税务所副所长。

付 斌—
女，1982 年

5 月生，汉族，黑

龙江肇源人，博

士研究生学历，

工学博士，中共

党员，现任上海查湃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

汤康敏—
女，1988 年

1 月生，汉族，浙

江宁波人，博士

研究生学历，医

学博士，致公党

党员，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针推

学院讲师。

苏 平—
1983 年 6 月

生，汉族，四川南

充人，大学学历，

工学学士，中共

党员，现任上海

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总工

程师。

吴少游—
男，1984 年

7 月生，汉族，福

建莆田人，硕士

研究生学历，管

理学硕士，民革

党员，现任上海拓康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金高中西

医结合医院执行董事。

邹 昊—
男，1986 年

4 月生，汉族，四

川内江人，博士

研究生学历，电

子工程博士，群

众，现任清佑（上海）计算机科技

有限公司CEO。

陈 闪—
男，1987 年

6 月生，汉族，上

海市人，大学学

历，经济学学士，

无党派人士，现

任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运文—
男，1981 年

7 月生，汉族，江

苏省镇江人，博

士研究生学历，

理学博士，中共

党员，现任达而观信息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赵淑俊—
女，1980 年

12月生，汉族，上

海市人，大学学

历，文学学士，群

众，现任上海永

仙粮食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侯 坤—
男，1980 年

1 月生，汉族，陕

西岐山人，在职

硕 士 研 究 生 学

历，医院管理硕

士，中共党员，现任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医院院感科科长、医务科

副科长，挂职任西藏自治区江孜

县卫生局副局长、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人民医院副院长。
韩 平—

男，1982 年

7 月生，汉族，重

庆市人，硕士研

究生学历，法学

硕士，中共党员，

现任区纪委监委正科级纪检监察

员。

雷瑞波—
男，1981 年

11月生，汉族，广

东清远人，博士

研究生学历，工

学博士，中共党

员，现任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

员。

殷文瑾—
女，1982 年

7 月生，汉族，江

苏苏州人，博士

研究生学历，肿

瘤学博士，中共

党员，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乳腺外科行政副主

任。

黄振懿—
男，1982 年

8 月生，汉族，江

西吉安人，大学

学历，教育硕士，

中共党员，现任

上海市上南中学南校党支部书

记、校长。

张少典—
男，1988 年

10 月生，汉族，

安徽马鞍山人，

博 士 研 究 生 学

历，医学信息学

博士，群众，现任上海森亿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张健伟—
男，1982 年

7 月生，汉族，天

津市人，大学学

历，工学学士，中

共党员，现任中

国商飞民用飞机试飞中心试飞

员。

任艳萍—
女，1985 年

7 月生，汉族，上

海人，硕士研究

生学历，公共管

理硕士，中共党

员，现任上海浦东新区洋泾社会

组织服务中心主任。

刘文轩—
男，1988 年

12月生，汉族，甘

肃金昌人，大学

学历，工学学士，

中共预备党员，

现任浦东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二大

队一中队副中队长。

—◆—

经第二十届“浦东新区十大杰出青年”

评审委员会票选初审，王小磊等20名同志

提名为第二十届“浦东新区十大杰出青年”

正式候选人。现将有关人选基本情况公示

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本报讯（记者 吴燕）他们不聋，却对

声响充耳不闻；他们不盲，却对周围的人

与物视而不见；他们不哑，却不知该如何

开口说话……他们被称为“星星的孩

子”。4月 2日，是第 12个“世界自闭症关

注日”，在“‘艺’路有爱 点亮星星”的活动

中，浦东新区新世界实验小学的一批少先

队员，和浦东新区辅读学校的一群“星星

的孩子”走到了一起。当天，两校签署融

合协议，未来将携手同行，致力于让更多

的人关注和帮助自闭症儿童。

根据协议，两校将携手组建一支师生

志愿者队伍，通过活动和宣传，吸引更多

的单位和个人加入志愿者的行列。同时，

对师生志愿者进行短期、有效的培训，以

提升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和素养。此外，作

为沪上唯一一所以芭蕾为艺术教育特色

的公办小学，新世界实验小学还将参与、

配合辅读学校在艺术、特奥等方面的工

作，并不定期组织师生参加融合活动。

看到辅读学校的特殊小伙伴创作的

画作后，新世界实验小学的少先队员们

决定为画作配文，让更多的人读懂特殊

孩子的内心世界。“星宝”顾夏怡 DIY 了

一幅手工画《繁花》。“这幅画让我想到了

充满希望的春天。我看到，在春天的田

野上，希望的种子开出了花朵，它们在风

中迎风摇摆，如一位位春天的舞者在舞

蹈。”新世界实验小学学生何泽萱深情地

描述道。

学校将从中选出十幅画作和配文，制

成限量版的明信片。

本报讯（记者 张敏）4 月 2 日中午，

浦东东陆路一居民楼突发火灾，现场浓烟

滚滚，约 30 分钟后火灾被扑灭。事故造

成 3 人呼吸道轻微灼伤，1 人眉毛烧伤。

浦东消防部门初步认定，火灾由楼道内电

瓶车违法充电引起。

电瓶车火灾频发有内部原因和外部

原因。电瓶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的连接

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电线短路，

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燃烧。

车辆使用半年至一年时间，需要到专业维

修点检查。之前，结合电瓶车火灾事故频

发的现状，浦东消防救援支队保税区大队

联合交警三大队在电瓶车集中上牌点开

展了“电瓶车违规停放充电火灾案例宣传

告知”活动，通过案例讲解、发放宣传告知

单、答群众问等形式，民警向前来上牌的

车主讲解了电瓶车违规停放、违规充电存

在的安全隐患及防范措施、举报电话等。

一般电瓶车自燃，人们很容易将缘由

归结到电瓶上来。拿铅酸电瓶来说，即使

电瓶内部温度较高、产生大量气体，也会

通过排气孔释放出去，因此不会轻易发生

爆炸。但电瓶使用年限长了，内部线路短

路，容易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瓶

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

路发热引发电瓶燃烧。依据有关技术标

准，电瓶车普通电瓶使用年限为 1.5
年-2.5年，需定期更换，并且一定要到正

规店铺购买匹配的电瓶，不要选择劣质的

电瓶。

使用不匹配的充电器也有可能导致

电瓶车起火。现在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

瓶车，不同品牌的电瓶车充电器千万不要

混合使用，这样不仅会给电瓶带来损伤，

也会埋下安全隐患。

过多充电也是引发电瓶车自燃的主要

原因。一般情况下，电瓶车充电 8小时左

右就可以了。但很多用户为了省事整晚给

电瓶车充电，往往超过 12小时，甚至更长

时间，这样会降低电瓶的寿命。

当多辆电瓶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

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另外，还

有些人喜欢私拉电线充电，也会埋下安全

隐患。很多用户的住处都没有专用的电

瓶车充电设施，就将电瓶车存放在楼梯

间、走道或者室内充电。一旦引发火灾，

火焰和浓烟会封堵安全出口、逃生通道，

容易造成人员伤亡甚至群死群伤。

消防部门特别强调，不要在楼梯间、过

道或者室内充电，消除安全隐患。夜间及

凌晨最易引发着火，所以充电最好在白天

进行，有人看护。一旦发现充电器上的小

灯变绿，就应该尽快断开电源。而且充电

环境须通风，避免车辆存放时有暴晒、淋雨

等情况。同时，不盲目改装电瓶车。电瓶

车电瓶超期使用，电气线路和电瓶会出现

老化、短路等情况，如果再加装音响、照明

或者加装电瓶，就很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

引发火灾。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刘琦）

一克隆车司机无证驾驶还调包乘客的交

通卡。近日，民警在办案途中偶遇犯罪嫌

疑人，并将其智擒。

3月19日晚上，谢女士在浦东仁济医

院门口扬招了一辆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

她掏出交通卡，可司机说有卡套刷不了，

要她把卡套取下。刷卡下车后，谢女士发

现交通卡被调包了。谢女士查询了手上

这张交通卡的余额，几乎是一张空卡，而

自己的卡内余额还有近800元，谢女士立

即报了警。

浦东公安分局塘桥派出所接到报警

后立即展开调查，侦查员调阅监控，锁定

了涉事车辆的号牌。然而，出租车公司回

复，这是一辆套牌车。经过一周的调查追

踪，民警锁定了涉事司机李某，而李某的

驾驶证早已被注销，属于无证驾驶。

3 月 25 日下午，民警在办案途中发

现了正在“接活”的李某。民警以车辆不

得违停、灯箱必须保持清洁等理由将其

拦下。闲聊中，民警见李某放松了警惕，

在辅警的配合下迅速打开车门将其制

服，当场在车内查获 24 张交通卡，以及

用于非法营运的发票。到案后，李某交

代了 4 起公交卡调包案件，案值约 3000
余元。目前，李某已被浦东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黄静 李继成）记者昨

天从市路政部门获悉，根据交通运输部统

一部署，国家公路网命名编号近期将有所

调整，相关交通标志更换工作本月将启

动，预计6月底前全面完成。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国家公路

网命名编号调整工作的通知》，本轮调整

中，上海市区域内的G1501上海绕城高速

公路编号更名为G1503；G4221沪武高速

公路与 G15 共线（南起嘉定 G15-G1501
互通立交，北至沪苏省界，全长 13.5 公

里）。

本次命名编号调整工程范围较广，共

计 1300 多块道路交通标志需要更换，其

中高速公路包括：G15、G2（G42）、S26、
G50、G60（G92）、S32、S19、S36、S4、S2、S1、
G40、S20、S5、G1501 等 15 条路段涉及

G1501原编号的标志牌；地面道路包括浦

东新区、奉贤区、嘉定区、宝山区、松江区、

金山区、青浦区等 7个行政区相关衔接道

路上涉及G1501原编号的标志牌。

据路政部门介绍，经过 6个月前期准

备，方案制定、规划设计、施工招标、交通

组织等工作均已完成，将于清明节后开始

逐步进行交通标志更换，同步更换的还有

电子情报板和收费站名称，预计 4月底完

成现场施工，之后还将进行拾遗补缺、评

估完善以及相关公路数据库、交通出行信

息网和电子地图的更新。更换调整工作

将于6月底全部完成。

由于标志更换数量较多、交通组织复

杂、施工难度大，全路网施工需要 20天左

右，因此在标志更换施工期间，会存在

G1501、G1503等新老标志共存现象，广大

市民在交通出行过程中不必疑虑，安全驾

驶、文明出行。

浦东消防发布电瓶车安全使用提示
车辆使用半年至一年需进行专业检查

G1501上海绕城高速公路更名为G1503

部分国家高速公路命名编号调整

“艺”路有爱相伴“星星的孩子”
浦东两校签署融合协议关注自闭症

半路偶遇 民警智擒克隆车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