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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上海玺景娱乐有限公司遗失

娱乐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各壹份，

编号：沪浦文字（娱）第 15-1030

号，法定代表人：刘鹏，特此声明。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浦东新区2020
年共有产权房供应工作动员大会昨天举

行。新区本市户籍第八批次和非沪籍第二

批次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受理时间为 6
月5日至7月15日。

其中，本市户籍申请家庭需向户口所

在地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出申请，

非沪籍申请家庭向符合各项申请条件一方

单位注册地所在街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

出申请，如实填报申请表和提交申请材料，

作出书面诚信承诺。

据了解，新区自2011年开展首批共有

产权保障房供应以来，已累计提供7批次，

为19736户家庭提供了住房保障，新区属地

化保障管理家庭已达37840户，各批次保障

家庭、人数均居全市之首，并完成了首批

106户非沪籍家庭的申请受理审核，其中84
户通过了审核。

据悉，今年共有产权保障房的申请条

件基本与去年一致，但在本市户籍的申请

条件中新增了一条：列入区政府房屋征收

（拆迁）范围，且未享受过居住困难户保障

补贴的家庭，可以提出申请，但获得征地

（拆迁）货币补偿款未自行购房的，五年内

不得申请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按照计划，6月5日至7月15日开展受

理工作，7月15日至9月15日完成审核工作，

10月份完成摇号排序和房源准备，11月份组

织看房、贷款咨询和选房，12月份开展签约。

今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共有产权保

障房的整个供应周期只有半年左右，时间

紧任务重。新区住宅发展和保障中心希望

各街镇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一线工作人员

配齐配强，确保政策咨询申请受理场所、组

织方式等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严把入口关

和初审关，保证进度按计划要求落实。

一、本市户籍第八批次共有产权保障
住房申请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标准的本市城镇户籍居

民家庭，可以申请购买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1）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

养或者扶养关系，且共同生活；

（2）家庭成员在本市实际居住，具有本

市城镇常住户口连续满3年，且在提出申请

所在地的城镇常住户口连续满2年；

（3）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5平

方米（含15平方米）；

（4）3人及以上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低于7.2万元（含7.2万元）、人均财产低于

18万元（含18万元）；2人及以下家庭人均年

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产标准按前述标准上

浮20%，即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8.64万元

（含8.64万元）、人均财产低于21.6万元（含

21.6万元）；

（5）家庭成员在提出申请前5年内未发

生过住房出售行为和赠与行为，但家庭成

员之间住房赠与行为除外；

（6）列入区政府房屋征收（拆迁）范围，

且未享受过居住困难户保障补贴的家庭，

可以提出申请，但获得征收（拆迁）货币补

偿款未自行购房的，五年内不得申请共有

产权保障住房。

同时符合上述标准，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单身人士（包括未婚、丧偶或者离

婚满3年的人士），男性年满28周岁、女性

年满25周岁，可以单独申请购买共有产权

保障住房。

申请人的年龄、婚姻状况和户口等年

限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截止时点前溯计

算。

二、非沪籍第二批次共有产权保障住
房申请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非本市户籍家

庭，可申请本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1）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且积分达到

标准分值（120分）；

（2）在本市无住房，且在提出申请前五

年内在本市无住房出售或赠与行为；

（3）已婚；

（4）现工作单位应当在提出申请所在

地注册连续满一年。且在实际缴纳社会保

险或个人所得税的单位连续工作满一年。

但在同一个区内两个及以上实际缴纳社会

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单位工作，且累计工

作满一年的，可以提出申请；

（5）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或者个

人所得税满5年；

（6）3人及以上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低于7.2万元（含7.2万元）、人均财产低于

18万元（含18万元）；2人家庭人均年可支配

收入和人均财产标准按前述标准上浮20%，

即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8.64万元（含8.64

万元）、人均财产低于21.6万元（含21.6万

元）。

申请人的年龄、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

所得税等年限以2020年9月30日为截止时

点前溯计算。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李继成

6月 1日，由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等单位主办的

首届现代教育培训机构 EHS（防疫防控）

服务论坛在浦东举行，共议教育培训机构

恢复教学后的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由于校外培训机构来自不同学校的

学生聚集学习，这也增加了学生之间相互

传染的可能性。对此，有关专家表示，校

外培训机构复课前应做好三项自查：主管

部门是否已经允许复课，是否已经完成包

括防疫工作在内的复课准备，是否完成备

案承诺等复课的相关行政程序。

近几个月来的防疫宣传和措施，也让

一些培训机构或业主对常态化防疫有了

进一步认识。上南路上的中房金谊广场

内，有多家教育培训机构入驻。中房金谊

广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家培训机构已

做好复课前的防疫准备，包括从个人防

护、消毒工作、遇到小朋友身体不舒服时

的报备等。英倍教育总经理江奇介绍，除

了配置红外线测温仪外，还专门安排了两

个留观区，其中一个设在校门外，一旦发

现有发烧的同学，能保证其不与其他同学

接触。

活动主办方有关负责人表示，做好健

康安全和环境安全工作，培训机构才能安

全经营和发展。

莫奈的“睡莲庭院”、梵高的“星空”“卧室”、毕沙罗的“蒙马特大街的夜晚”，尽在东方明珠塔下实景重现。即日起，市民走进东
方明珠塔地标乐园的“印象光绘艺术馆”，即可在绚丽的光影互动艺术装置中，“梦回”19世纪的法国印象派艺术世界。

“印象光绘艺术馆”是曾在北京、天津、成都、重庆、厦门、杭州等全国20多个城市举办的沉浸式体验展。在东方明珠地标公园
的1200平方米展厅内，推出52个互动体验项目。展览运用空间错觉、光影特效等高新技术，加上充满趣味的4D场景，并拉近了普
通市民与艺术的距离，成为“网红”时尚打卡地。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昨天，一场特

殊的赠书仪式在黄山宾馆举行。浦东作家

倪辉祥将其最新作品——讴歌浦东开发开

放30周年的长篇小说《灿途》，赠予小说中

多名人物原型。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20万字长

篇小说《灿途》，聚焦浦东电力事业发展，以

倒叙方式描述主人公“姚明光”打破“铁饭

碗”，弃文从商，创建欣荣电力公司，其间风

风雨雨，而这正是浦东30年来电力事业发

展的生动注脚。“姚明光”的人物形象，也融

入了倪辉祥的人生经历。据悉，倪辉祥早

年在上海第二幼儿师范学校工作，参与经

营一家校办电气厂，自浦东开发开放伊始，

就承接浦东的工程。1993年，倪辉祥“下

海”创办一家民营电气公司。无论是 1997
年香港回归时东方明珠下的盛大演出，还

是世博会几大国家馆的供电保障，都留下

了倪辉祥等人的身影。

与倪辉祥同一“阵线”的领导和兄弟，

就是《灿途》中多名人物的原型。“我还不知

道倪老师怎么写我，所以一定要好好地读

读这本书。”获赠书后，原浦东供电所所长

奚积培充满期待地说。他介绍，浦东开发

开放初期，大批基础建设，供电部门的工作

量非常大，因此许多民营的电气公司应运

而生，大家携手参与到浦东的建设中。获

得赠书的还有一批穿着蓝布工装的工人，

他们就是倪辉祥公司的职工。“1990年，我

就到倪老师的厂里打工了，那时我才 23
岁。”职工张金羊回忆往昔，他刚到浦东时，

浦东大道以东还是“一塌糊涂”，源深路附

近还有养牛场。30年中，他在一线工作中

走遍浦东各地，看着一座座高楼拔地而

起。他感慨道：“30年过去了，浦东变化实

在是太大了。”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天，浦东

公安分局携手丛达汽车租赁（上海）

有限公司，在车载屏上投放反电信网

络诈骗公益宣传短片。同时，丛达汽

车租赁旗下的 5000多名专车司机成

为浦东公安分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义

务宣传员，在今后的工作中对乘客开

展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宣传。

目前，丛达汽车租赁公司的 5000
辆网约车均安装有车载屏。在这块触

摸屏主页上，除了文化、餐饮等生活资

讯之外，专门设立了一个反诈宣传专

栏，乘客可以自行选择感兴趣的反诈

内容进行观看。

这块车载屏具有自动感应功能，

只要乘客一上车，车载屏便会自动播

放一段提前设置好的反诈宣传短片。

目前，浦东公安分局首批投放了6则3
分钟以内的宣传短视频，主要涉及网

络交友类诈骗、客服类诈骗等。

今后，视频将会持续更新，不断增

加反诈宣传内容。而这 5000辆网约

车将成为浦东公安分局反电信网络诈

骗的动态宣传载体，进一步强化市民

的识骗防骗意识和能力。

专车司机王先生说，“很荣幸能够

成为反诈义务宣传员，我会将我学到

的反诈知识传递给身边所有人，为守

护这座城市尽自己的一份力”。

浦东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会同杨思

派出所民警为部分专车司机进行授课

培训，讲解电信网络诈骗案例以及相

关防范注意事项。

“有一次，一名乘客接了个电话之

后很紧张，我听到对方不断说‘安全账

户’‘转账’之类的。”课堂上，一名专车

司机现身说法，讲起了自己的亲身经

历。“有可能是旁观者清，也可能是之

前防范宣传听得多了，我当时就意识

到有问题，赶紧提醒了乘客一句，对方

愣了一会儿后终于明白过来了。”

他的这次及时提醒避免了乘客潜

在的损失，也给现场所有人提了个醒，

只要多注意一下、多宣传一点，就能少

一个人被骗。

浦东警方表示，反诈义务宣传员

队伍的成立，也是警民携手、警企合作

的一次尝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

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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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复课后
如何防疫？
专家建言需做好三项自查

他们曾为浦东电力奉献青春
长篇小说《灿途》人物原型获赠书

本报讯（记者 黄静）随着公共交通

客流基本恢复常态，安全运营压力逐步凸

显。6月 2日上午，上海第四运营有限公

司在轨交 12号线金海路站至金京路站开

展应急演练，检验轨交站点突发情况下，

“四长联动”机制对于大客流疏散的效果，

以提高风险管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上午 9点半，12号线金海路站的车站

值班员向值班站长汇报：“金海路站至巨

峰路下行区段发生供电故障，预计影响 10
分钟”。由于站台列车停站时间较长，站

台、站厅有客流滞留现象。根据演练预

案，地铁方面实施“四长联动”机制，并启

动一级大客流响应预案。

据介绍，“四长联动”机制综合联动了

车站站长、轨交公安警长、属地派出所所

长、属地街镇长。在突发事件或综治难点

上，“四长”共同处置，迅速解决。发生突

发事件时，站内由轨交车站站长会同轨交

公安警长组织引导乘客从站内撤离，并及

时报请交通部门启动公交保障方案；站外

由地区派出所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协助疏

散乘客，属地街镇组织社会各方力量共同

参与。

随着演练开始，所有岗位迅速到位、

各司其职：车站值班员关闭相应的进站闸

机，利用出入口电子告示牌发布车站限流

信息，并向乘客做好宣传解释和疏导工

作；驻站民警设置警戒区域，并疏散拥堵

点区域周边乘客；启动应急公交预案，车

站通过人工广播疏散引导乘客换乘地面

应急公交；属地镇政府和派出所派员增

援，现场维持乘客秩序，疏导引导乘客改

乘地面公交短驳或其他线路……

12号线金海路车站站长卫君侠告诉

记者，金海路站是 9、12号线换乘枢纽，站

内换乘客流大，通过“四长联动”应急演

练，可以提高车站各岗位人员的突发事件

处理能力和应急情况下各方配合的衔接

能力，确保轨交站点在发生事故时各方能

够密切协作，保障乘客安全和维护车站正

常秩序。

轨交应急演练
“四长联动”模拟快速疏散

演练中工作人员通过屏幕查看实时情况。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