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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

上海锦持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有限

公司改扩建项目

2.建设单位：

上海锦持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有限

公司

3.环评编制单位：

上海格林曼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

浦东新区新元南路 600 号 12A 幢

301室、201B室；13幢401室

5.建设内容：

设单位租赁厂房进行汽车车身零

部件再制造。本项目总投资 5000 万

元，其中环保投资 60 万元，计划 2020

年 2 月投产，年产汽车钣金件 12000

件、保险杠 6000 件、前照灯 10000 件、

车轮2000件。

二、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
1. 公 众 提 出 意 见 的 起 止 时 间 ：

（2019 年 9 月 16 日至 2019 年 9 月 23 日

止）

2.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的网络链

接 ：https://xxgk.eic.sh.cn/jsp/view/ei-

aReportList.jsp

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

https://xxgk.eic.sh.cn/jsp/view/ei-

aReportList.jsp

4.环境影响报告书纸质查阅点：浦

东新区新元南路600号12A幢301室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 系 人：樊迪

邮寄地址：浦东新区沪南路 2218

号BEC中环中心西楼1707-1709室

联系电话：021-68587536

电子邮箱：di.fan@jcrestorer.com

传 真：无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上海市南汇残疾人劳动服务所遗

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事业单位

证书号：131022500265，有效期：2007

年2月13日至2008年3月31日，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国家统计局最

新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1-8月份，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 984 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

89.5%。记者从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了解到，今年浦东的就业形势保持

稳定，截至8月，已新增就业9万余人，完成

全年目标的92%。

近年来，浦东通过完善“家门口”就业、

创业服务，为更多失、无业人员提升职业能

力、求职技能。今年，浦东将举办 132 场

“家门口”就业服务活动、66场“家门口”创

业服务活动，“家门口”培训体验项目 50
个。同时，各街镇也因地制宜，推出各类

“家门口”就业、创业服务项目，就业保障员

都标配了就业服务的“移动端”，内置启航

人员、离土农民、应届毕业生等重点人群的

信息，可以实现岗位推介、政策快查、创就

业培训信息查询等功能。

此外，2019年上海将“为1万名建档立

卡农民提供职业培训等就业服务”纳入实

事项目，将帮助其中6000人实现就业。今

年5月，浦东新区制定了《浦东新区关于加

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就业的实施方

案》。方案显示，到2022年，浦东将完成农

民技能培训 11.5万人次，其中农业技能培

训5.5万人次，非农技能培训和岗位技能提

升培训 6 万人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850
人，农业从业人员持证率达到75%以上；培

养资助 50名农民首席技师和技能大师工

作室等技能带头人。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每到毕业季，

总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各种原因导致“毕业

即失业”。为此，浦东新区推出了一个全新

项目——浦东新区青年就业能力训练中

心，首期将在10月前后开班。浦东新区户

籍的2019年应届毕业生，以及离校未就业

的高校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训练。

项目计划开展 8期，每期招收 25名学

员。学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了解自我，体

验职业，获得就业机会。这样的就业服务

模式为全市首创。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

职介服务科科长潘峰介绍，相比之前的一

些就业服务项目，新项目更为“集大成”，也

更注重对青年就业能力的引导。

课程设置上，180个学时的课程排得

满满当当。该项目将“融入式学习”“体验

式培训”“助力式服务”集为一身。学员可

以在老师的引导下设计职业生涯规划，提

升自我认知，通过职业、技能的体验，以及

参观企业，实地体验工作岗位，发掘自身的

兴趣，最后还有专场招聘会为他们提供合

适的职业机会。

资源配备上，项目首期邀请了国家注

册烹饪大师冯伟、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劳动

关系专家朱祎卿、国家高级职业指导师丁

宏杰等专家担任导师，并与星巴克、上海海

昌海洋公园、日上免税行等企业达成合作

关系。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上海科创中心

和张江科学城的建设离不开大量的人才。

为进一步聚焦和支持张江集成电路和大数

据产业发展，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联合张江科建办，将于本周日举办一

场以“乐业在上海、助力中国芯”为主题的

“中国芯”集成电路、IT及数据服务产业专

场人才招聘会。

招聘会时间为 9月 22日 9时至 14时，

地点为上海科技大学体育馆。

多样化的就业服务提升求职者技能

浦东今年新增就业目标已完成92%

浦东成立青年就业能力训练中心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

“中国芯”专场招聘会本周日举行

日前，“陆家嘴金融城杯”美术展在陆
家嘴美术馆开幕。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此次画展，入选的
油画、国画作品有120多件。画展聚焦上
海，凸显浦东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丰硕
成果。画展由陆家嘴街道办事处主办，陆
家嘴社区文化建设联合会、陆家嘴金融城
文化中心承办。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治

国）上海一家商业保理公司通过 P2P平

台向安徽一家商贸公司发放 30 万元借

款，到期后本金和利息无法收回。法院

审理认定，双方借款合同无效，商业保理

公司自担合同期内利息损失。

通过P2P平台借款30万元

2018年 1月 12日，原告商业保理公

司通过P2P平台向被告商贸公司出借 30
万元，双方签订《借款协议》，双方还约定

逾期利率。

3个月借款期限到期，商贸公司“耍

赖”了，不仅不付利息，本金也不还。

2018年 5月 11日，商业保理公司向

浦东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归还本金

30万元，利息 7397.25元，并以本金 30万

元、按年利率 15%，以实际欠款天数计算

逾期利息。

借款协议违反强制性规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商务部关于

商业保理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规定，

商业保理公司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

贷款等金融活动；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

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

商业保理公司是一家准金融机构，

通过互联网借贷平台向不特定对象发放

贷款，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强

制性规定，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

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

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事人

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

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

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

经营规定的除外。法院查明，商业保理

公司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不包括发

放贷款，公司超越经营范围发放贷款，

违反了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规

定。

为此，法院认定借款协议为无效合

同。法院一审判决，商贸公司返还商业

保理公司 3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支付实际逾期利息。此外，商业保理

公司应自行承担借款合同期内的相应利

息损失。案件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本

案已经生效。

促进商业保理合法经营

互联网借贷具有普惠金融服务的特

点，满足中小微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投融资

需求。商业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等准

金融机构有其特定的金融业务经营范围，

但均不具有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资质。

“对于准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平

台合作开展的业务模式，应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监管规则予以审查，防止以金

融创新为名规避金融监管的行为。本案

的裁判既是为了促进商业保理公司合法

合规经营，引导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同

时也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交叉传递。”本

案主审法官孔燕萍说。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9月 16日，浦

东国际机场卫星厅启用，东航一架飞机穿

过“水门”，第一个停靠卫星厅桥位，其执飞

的上海飞罗马航班成为卫星厅首个始发航

班，标志着东航同步开启“T1航站楼+S1
卫星厅”新运行模式。

东航表示，入驻 S1卫星厅后，将力争

实现浦东机场靠桥率100%，进港中转行李

自动分拣率100%，中转航班“全面通程”覆

盖率100%。同时，逐步向中转最短衔接时

间60分钟靠近。

据了解，浦东机场卫星厅投入使用

后，东航及天合联盟成员在浦东机场可使

用 S1 卫星厅的廊桥，将大幅提升东航及

联盟航空在浦东机场的靠桥率与运行效

率，旅客乘坐摆渡车将大幅减少。东航将

充分运用 S1 卫星厅作为 T1 航站楼的延

伸功能，配合国内首个机场捷运系统，协

助旅客实现“航站楼—卫星厅”之间快速

转场。

“通程航班”是深受旅客欢迎的中转模

式之一，这是一种可以让旅客在始发地一

次性办理始发站及所有经停站乘机手续，

并可直接在目的地站提取托运行李的“通

程航班”模式。卫星厅启用后，东航将把浦

东机场的绝大部分“通程航班”运力安排到

S1卫星厅，进一步强化枢纽服务功能，提

升中转衔接能力。同时，东航还将以客户

体验为导向，创新中转服务举措，精进服务

内容，升级枢纽服务体验。

贷款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被认定无效

商业保理公司自担合同期内利息损失

靠桥率100% 旅客无需“摆渡”
东航开启浦东机场“T1+S1”运行新模式

“陆家嘴金融城杯”
美术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