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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开发的位于崇溪路 111 弄

《绣云新都》商品房项目，于2018年12

月16日已领取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

号 为 浦 东 新 区 房 管（2018）预 字

0000466 号）和商品房销售方案备案

证明（证号为浦东新区房管（2018）预

备字000466号），该商品房尚未预订、

预售及以任何其它方式销售，拟申请

撤回该预售许可和商品房销售方案，

现按规定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15 天，

自2019年12月9日至2019年12月27

日止，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可在公示

期届满前向原发证机关（浦东新区建

设和交通委员会）提出，联系电话：

021-68542222转82207。

公示人：上海迪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9日

商品房预售许可
及销售方案备案撤回公示

■本报记者 严静雯

近日，张江镇环东中心村通过新区“绿

色田园”示范村验收。今年，环东中心村还

参与了“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等一系

列评比。

十几年来，环东中心村一直是浦东新

农村发展的“老先进”。美了十几年的“大

美人”该如何美下去？答案是：深挖农业与

文化内涵。

一块保温棉背后的科技含量

“这样的大棚看多了，有啥不一样？”来

到环东中心村引进孵化的上海孙桥溢佳农

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记者不免有些困

惑。“它盖的材料可不一般。”该公司青年工

程师小刘拿起一块保温棉，厚度比一般羽

绒服还薄一点，“保温效能可是普通羽绒服

的3倍。”小刘指向田间齐刷刷摆放的白色

大桶——“这个桶看起来平平无奇，其实里

面既能储气又能储液，解决了在无土栽培

中只能供液不能供氧的矛盾。”

在各色植物、农业生产器材环绕的暖

房“办公室”里，孙桥溢佳总经理卜崇兴说

出了公司的定位——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先

进技术以及咨询服务。

卜崇兴告诉记者，2016年，公司从景

观农业转为专攻农业科技。如今公司发展

势头非常快，在国内新建了 7个研发实验

基地，技术还输出到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

国家。

“我们的技术更尖端了，发展的底气也

更足了。”卜崇兴笑着说。

在“寸土寸金”的张江地区，属于“微小

农业”的环东中心村怎么发展农业？环东

中心村探索出了新路子：依靠张江科学城、

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的先天优势，用科技

的力量实现农业效益最大化。

今年，环东中心村专门辟出 30 亩土

地，建设了“张江蔬菜栽培新技术示范基

地”。几个新建的大棚里，装备了最新式的

“潮汐槽式、桶式栽培系统”“全自动移动式

活体蔬菜盆栽系统”等设备。

“我们为企业提供资源和协助，让他们

的发展没有后顾之忧。”张江镇农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奚耀国说，“未来，我们

还将孵化更多的创新农业企业。”

创作“新山歌”挖掘乡村内涵

来到环东中心村的居住区，人们会被

眼前的美景所吸引：600余幢农民别墅整

齐划一，四通八达的道路宽阔敞亮，绿树红

花散发出盎然生机。环东中心村党总支书

记庄力华告诉记者，虽然环东中心村离张

江镇中心超过 6公里，但是村庄犹如一个

小小的“集镇”，各项资源要素齐全，村民没

有丝毫不便。

这处美丽乡村如何“常葆青春活力”？

秘诀竟然是唱山歌。

“亲亲河水水清清哎，鱼儿戏闹绿树成

荫哎……”每周三，中心村的 50多名老年

村民准时聚在村活动室，在“浦东山歌”非

遗传承人奚保国的指导下练习山歌合唱。

“这里‘桃花红，酒飘香’，是个有历史

底蕴的好地方。”2007年，奚保国在村里建

起了浦东第一支山歌队，挖掘环东中心村

的文化内涵。

一开始，大家唱的都是“老山歌”。后

来，奚保国等人创作“新山歌”。《采莲新曲》

《家门口服务体系真正赞》《美丽庭院好得

来》《垃圾分类真重要》……

“这些曲子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唱出

了我们农民的心声。”山歌队队员丁玲娣已

经 70多岁了，她告诉记者，“新山歌”唱的

都是大家现在的生活工作，不仅提振了村

民们的精气神，更提升了村民参与村庄治

理的意愿。“现在很多人都自愿参加村里的

志愿服务。自家的小果园、小花园都整理

得清清爽爽。”丁玲娣拉着记者查看了她家

的庭院：“侬看看，我家庭院被评为五星庭

院，漂亮哇！”

美了十多年的张江环东中心村如何常葆青春？

科技助力高效益 山歌唱出精气神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日前，上海海

昌海洋公园迎来首只在华东地区出生的

阿德利企鹅。这只新生企鹅宝宝也是国

内目前为止体型最小的阿德利企鹅。

阿德利企鹅在企鹅家族中属于中、小

型种类，成年企鹅身高约 50厘米，体重在

3-5公斤左右，身上色彩仅有黑白配色。

每年的 10月到次年 2月是阿德利企鹅的

繁育期，雌企鹅每次产1-2枚蛋，并由雌、

雄企鹅轮流进行孵化，孵化期一般是 1-2
月左右。2018年 10月，20余只阿德利企

鹅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安家，在保育员精

心照顾下，它们仅用一年的时间便适应了

生活环境。今年 9月开始，保育员观察到

阿德利企鹅出现“踩背”的交配行为，并发

现雄企鹅开始用石头筑巢吸引雌企鹅，于

是保育员打造专门的“企鹅产房”，为它们

提供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待产环境。经

近一个月的精心照顾，阿德利企鹅在 11
月陆续产下数枚企鹅蛋。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阿德利企鹅都

是第一次做“父母”，为保证企鹅宝宝顺利

诞生，园区安排了有近 20年专业经验的

资深保育团队进行 24小时轮流看护。阿

德利企鹅是全世界繁殖点最靠南的动物

之一，对温度要求极高，保育员将它们活

动的区域温度控制在-2℃左右，并每天为

它们提供多春鱼及添加营养药的青鱼块，

定期监测其体重，并对室内进行严格的消

毒杀菌。

11月 30日晚，保育员发现第一枚企

鹅蛋有破壳而出的迹象，但担心“企鹅爸

妈”没有充足的经验，为保证企鹅宝宝顺

利诞生，保育员采取了人工破壳手术，并

于 12月 1日零点整顺利协助阿德利企鹅

宝宝诞生。新生小企鹅体重约 53克，是

正常企鹅宝宝体重的一半，但经检查它的

身体非常健康，为让小企鹅在更加自然的

生活环境下成长，保育员在确认企鹅宝宝

身体状态稳定后将它送回“爸爸妈妈”的

身边。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致力于科普教育

及动物养护繁育等领域，拥有 3万余只海

洋动物及近千人组成的专业动物养护团

队，是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全国海洋

科普教育基地、生命长江研究和科普基

地、上海浦东新区科普教育基地。目前，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的保育团队仍无微不

至地照顾着“企鹅产房”中的企鹅们。12
月，将有更多的企鹅宝宝在上海海昌海洋

公园破壳诞生。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添新丁
华东地区首只自主繁育的阿德利企鹅诞生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2017年至今，

塘桥街道在党建品牌建设方面有何成果？

12 月 6 日，一场交流表彰大会给出了答

案。来自机关、居民区、社区企业的十个优

秀项目，获评“十佳党建品牌”称号。

活动中，蓝东居民区党总支的“白领 e
家”、胡木居民区党总支的“闪耀社工”、塘

桥街道机关第一党支部的“家在身边 连接

你我”、上海东亚弘安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党

支部的“清洁先锋 同创共建”等十个党建

品牌项目，依次上台进行展示。这些项目

以广大社区居民的根本需求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符合社区实际。

其中“闪耀社工”项目，针对居民区社

区工作者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职责、能

力的差异，牵头双方共同合作，发挥各自特

长与优势，解决居民区棘手的家庭矛盾，取

得良好效果。在这两类社工联动的模式

中，居民区社工增长了社会工作与心理学

的专业知识，业务水平有所提升，社会组织

社工则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基层实际情

况，工作更接地气。

塘桥街道党工委书记朱洪明表示，塘

桥将积极把握基层党建工作的着力点和落

脚点，做实、做优、做亮党建品牌，坚持干部

作示范、党员作表率，努力推动基层党建工

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从市

交通委获悉，交运巴士将于12月13日
起提前50天预售2020年春运车票，旅

客们可以在 12月 13日当天购买大年

初七（1月 31日）前的所有班次车票。

交运巴士浦东东站还将为外来务工人

员提供现场购票、就地乘车的便利服

务。

据悉，交运巴士各长途站点将为

旅客购票提供更人性化措施。如遇到

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客运站可为旅

客免费办理改签或退票。春运高峰期

间，为缩短旅客购票时间，站点将会适

时增开售票窗口，根据实际情况适当

延长服务时间。同时旅客可在发车两

小时前，免费改签一次同方向同票价

车票。针对长三角地区热门线路，交

运巴士所属浦东东站、客运南站、虹桥

西站、沪太站、浦东机场长途站等主要

客运站实行无限量售票。推出包车业

务，凡团体（30人及以上）出行日期、

发车时间及到达站点均一致的（800
公里以内），在外环线以内可免费上门

接客。

为方便来沪务工人员返乡过节，

今年春运交运巴士公司下属东站公司

联手沪东造船厂、外高桥造船厂，为外

来务工人员提供现场购票，就地乘车

的便利服务。考虑到返乡民工的乘车

安全，东站公司提前将安检设备进行

统一部署，对每名旅客的随身行李进

行安检，满足返乡民工乘车需求的同

时保障出行安全。

本报讯（记者 黄静）临近年末，

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即将取消，全面

实现ETC电子不停车收费，交通部门

提醒，车主们可要抓紧安装ETC。

今年 8月起，本市全面提速开展

ETC推广发行工作，通过优化ETC发

行服务机制、建立互联网发行体系、增

设ETC服务网点、免费赠送OBU、上

门安装服务等措施，本市新增 110万

沪籍ETC用户。

目前，ETC 发行已进社区、进机

关、进企业、进停车场、进加油站，预约

安装都很方便。比如，对安装量大的

小区，相关部门联合物业公司通知业

主，集体预约，上门服务，集中安装；加

油站点设立发行服务网点，同时共享

相关优惠。

据悉，2019年底前安装ETC全部

免费，车主可以搜索“上海公共交通

卡”公众微信号，进入“ETC”专区，即

可进行线上申请办理。如果车主感到

老版预充值方式的ETC不方便，同样

可以快速进行更换最新的ETC。

为进一步给广大市民提供便利，

市交通卡公司在各区配备了专职联络

员，以便车主在简化服务流程、配套操

作手册、提供预约上门集中安装、完善

快递服务送达安装机制、增加ETC服

务点等方面获得进一步的服务。有需

要集体现场办理的，可与市交通卡公

司及时进行沟通联系。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刘琦

公司财会被同事拉进QQ群，按照

“老板”网上指令转账 98万元。浦东警

方接报后快速启动止付程序，这起假冒

公司领导要求转账的诈骗被终止。

12月 2日，浦东江镇地区某公司人

事主管魏女士收到“老板”的邮件，指明

让其建立一个QQ群。魏女士根据“老

板”的要求把公司财务老邱也拉进了群。

“老板”表示，公司有个项目，对方

98万元保证金已经到账，让老邱核实。

老邱查询多个账户，没有该笔资金，于

是在群内汇报。“老板”发来对方公司老

总联系电话，让老邱直接确认。对方说

钱已经进了老板名下私人账户。

老邱没有怀疑，继续群内汇报，请

“老板”确认钱是否到账。“老板”回复：

钱的确到账了。但是因为合同要修改，

需要退回保证金。就这样，老邱一步一

步按照指令将公司账上的 98万元打入

对方指定账户。

几分钟后，“老板”又发话了，让他

再转200万元，这让他警惕了起来，立即

拨通了老板的电话，这才知道遇到了骗

子。

魏女士和老邱来到浦东公安分局

江镇派出所报案，窗口民警得知转账就

发生在一小时前，迅速登录止付平台，

银行也传来消息，98万元已经从公司账

户转出，止付平台成了唯一的希望。此

时民警已经完成止付操作，但结果尚待

确认。

一个半小时后，电脑屏幕上跳出了

“止付成功”。目前，警方已将此次案件

作为典型案例警示辖区其他单位。

明年春运汽车票
本周五开始预售

“老板”网上发指令 财会中招

浦东警方及时止付
“抢回”98万元

年底前安装ETC
全部免费

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塘桥培育“十佳党建品牌”服务社区

▲阿德利企鹅产蛋后，保育团队24

小时轮流看护企鹅孵化。

◀破壳而出的小企鹅。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供图

张江镇环东中心村村貌。 □张江镇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