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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DONG 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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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作业危险高，“十个不干”要记牢！（二）

4、作业现场有六级以上大风及暴

雨、雷电、大雪、大雾时不准登高。

作业现场遇有大风、暴雨、雷电、大

雪、大雾等恶劣自然天气时，不准登高。

5、脚手架、跳板不牢不准登高。

脚手架、跳板不牢不准登高；不准攀

爬危房、危墙，不准在彩钢板、石棉瓦等

非永久性建筑的屋顶站立、行走。

6、梯子无防滑措施、未穿防滑鞋，不

准登高。 高处作业人员必须按要求穿戴个人

防护用品和工鞋，作业前要认真检查工

作环境。梯子无防滑措施、未穿防滑鞋

不准登高。

本报讯（记者 黄静）在市总工会日前

公示的 2020年上海工会星级爱心妈咪小

屋建议名单中，浦东又有一批爱心妈咪小

屋获评星级，其中五星级 8家、四星级 12
家。

浦东的爱心妈咪小屋连续四年列入区

实事项目，并获得越来越多企业和女职工

的认可。目前，全区已累积建成 400余家

爱心妈咪小屋，分布在各街镇、开发区的中

外企业及商场、医院、社区、公交枢纽站等

公共区域，为职场备孕期、怀孕期和哺乳期

的女职工提供私密舒适、功能齐全的温馨

服务。

此次浦东新一批五星级爱心妈咪小屋

包括：双鸽大厦工会联合会爱心妈咪小屋、

红苹果幼儿园爱心妈咪小屋、赫比（上海）

家用电器产品有限公司爱心妈咪、上海联

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爱心妈咪小屋、川沙

新镇六灶社区工会联合会爱心妈咪小屋、

浦东新区妇幼保健院爱心妈咪小屋、惠南

镇东城社区爱心妈咪小屋和惠南镇东城社

区爱心妈咪小屋。

据了解，五星级爱心妈咪小屋评定市

总工会每年开展一次，原则上由各区局（产

业）工会从三星级小屋中推荐申报，经过验

收合格的，由市总工会授予四星级或五星

级爱心妈咪小屋称号。其中，五星级小屋

需具备的条件包括：面积达到 10平方米；

在四星级小屋配置基础上，小屋内有洗手

台、洗手液的盥洗设施；根据条件可配置带

安全扣的婴儿尿布台、婴儿床、音响设备、

健身器材、按摩设备等；每年开展两次（含

两次）以上以女职工为主要对象的活动，并

定期举办育儿、养身、心理健康等各类知识

讲座或活动。

如今，爱心妈咪小屋越来越受到女职

工的青睐，同时也得到更多企事业单位的

认同。目前，全区面积超过20平方米的超

大综合性小屋逾百家，部分小屋在标准配

备的基础上，还自行添加了电视机或投影

仪、镜子、按摩椅及书报杂志架等设备，丰

富了小屋的硬件功能。同时，小屋特色也

愈发明显，比如开设职工亲子工作室，打造

爱心妈咪小屋升级版，切实缓解职工“孩子

无人带”的后顾之忧。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小屋数量越来越

多，区总工会还加强统一管理，面向社会招

标购买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实现统一台

账管理、统一物资配送、统一走访调研，做

到一屋一档，实时监督评估，推进小屋建设

标准化、模式化、优质化。

本报讯（记者 黄静）6 月 12 日下

午，2020年度上海女性创新课堂在张江

科学城启动，以“百年经典与创新蝶变”

为主题，邀请老字号企业家、巾帼工匠，

走进各大创新创业园区讲述品牌故事、

分享创新理念，打造一个创业后浪与前

浪互通共融、创新发展的大平台。

当天的首期女性创新课堂邀请了上

海三枪集团新媒体营销经理薛紫薇、上

海国际饭店两办主任助理范广荣，围绕

企业的百年经典与创新蝶变作了精彩分

享。其中，1937年诞生于上海的民族品

牌三枪，对品牌精神的传承和坚守、持之

以恒的改革、坚持不懈的创新，使得这个

品牌长盛不衰。比如，在 2019年，三枪

与网易云音乐推出跨界联名商品合作，

不仅满足品牌年轻化的诉求，也为经典

国货品牌注入新鲜活力；同年9月，又亮

相纽约春夏时装周，向世界展示中华老

字号品牌的时尚创新。以“远东第一高

楼”闻名于世的国际饭店，走过 85年的

岁月沉浮，为不断适应新的消费需求，国

际饭店不拘于古，从高端走向亲民，不但

成为第一批做团购的高星级酒店，更把

一片蝴蝶酥做出了大名堂，成为代表上

海的特色旅游伴手礼。

上海市三八红旗手联谊会会长李艳

玲指出，本年度的女性创新课堂将坚持

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经济与文化相结合，

将工匠精神、创新发展带进各大创新创

业园区，以此推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迈

向新高度。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中建

科工上海分公司中标浦东竹园 2-16-1
地块项目钢结构工程。未来，这里将矗

立起126米高的塔楼。

该地块项目位于陆家嘴，东临竹园

2-16-2地块、南至竹林路、西至浦电路、

北至世纪大道。项目总建筑面积5.91万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31万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 1.59万平方米。项目

是由1栋高126米的西侧塔楼、1栋高36
米的西侧裙楼所组成的集商业、办公、公

共服务设施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其中

西侧塔楼主体结构类型采用钢框架-钢

筋混凝土核心筒体，地下室3层，地上27

层；东侧裙楼主体结构类型采用钢框架

结构，地下室3层，地上7层，建成后将成

为该区域的地标性建筑。

本报讯（记者 张敏）“金杨治理荟·微

课堂”第一场近日开课，10个居民区书记

应邀参加“金杨社区治理方法论分享会”。

金杨新村街道表示，金杨治理荟·微课堂是

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老小区实现新

变化的一个线下互动、线上推广的全新学

习形式。

首次课上，黄山三居书记侯育红介

绍，黄山三居积极运用“三会”平台听民声

汇民智，党建引领“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成功化解了“停车难”矛盾。罗山四居书

记谈家彬分享了坚持民主协商、公众参

与，改善小区环境同时解决了居民最关切

的场所使用、噪音扰民等问题。金杨二居

书记马琳娜分享了党总支带领居民骨干

实地调研，开“三会”、共协商，成功设置景

观花箱，实现人车分流、机非隔离，打通

“生命通道”的同时创造缤纷社区。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制度，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

治理共同体，是金杨社区的迫切需求。为

此，金杨新村街道社区自治办在综合多方

意见基础上，推出“金杨治理荟·微课堂”新

平台，进一步助推社区治理深入发展。该

课堂贯穿下半年，分为方法论、工具包、解

难题3大类别，有案例分析、情景沙龙、业务

培训等。金杨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

主任徐钦建说，“我们希望基层工作者在这

个平台上分享、交流、互动，取长补短、大胆

创新、示范带动，共同推动金杨社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学校是全民

国防教育的基础。6月 12日，塘桥街道

在上海市文建中学组织了一场《中华人

民共和国兵役法》讲座，由专业律师向全

校师生讲解法规相关重点内容。

本次讲座邀请上海汇鼎律师事务所

主任魏建平主讲。为什么要服兵役、服

兵役需具备的基本条件、如何报考军校、

退役转业军人就业安置等方面的问题，

魏建平作了详细解读。“我们认为，这也

是一场特别的爱国主义教育，让学生知

道部队也是青年成材的摇篮，既能磨炼

意志也能锻炼身体，适龄青年应该接受

祖国挑选，自觉履行兵役义务，为祖国贡

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文建中学相关负

责人称。

文建中学各年级近700名学生观看

了讲座。由于防疫需要，讲座主会场只

安排了 2个班级的学生，其余学生则在

各自教室里，以视频形式观看学习。

本报讯（记者 张敏）近日，浦东公安

分局花木派出所根据预警信息，阻止一起

电信网络诈骗案。

5月 30日下午 1时许，花木派出所值

班室接到反诈预警，楚女士疑似正在被冒

充公检法的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民警

屠周聪迅速尝试用电话联系楚女士，但是

电话那头一直无人接听。迟迟联系不上

楚女士，时间耽误得越久，当事人被骗的

可能性就越大。民警立刻赶往现场寻找

楚女士。

当屠周聪和同事左子健到达现场后，

发现原来这是一幢6层大楼，楼内单位、人

员众多。时间紧迫，民警立刻从 1楼开始

分头搜寻，但都没有找到楚女士，正当民警

逐层搜索时，接到了 1楼某KTV工作人员

的电话，称有一名神色慌张的女子要结账

离开，民警立刻赶到一楼大厅发现该女子

正是楚女士。

民警立刻上前告诉楚女士：“你正在遭

遇一起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电信诈

骗”，并询问其有无转账交易，楚女士称手

机绑定的储蓄卡内，存有 15万元，正准备

转账。屠周聪说，“要是再晚几分钟，可能

她卡里多年的积蓄就被骗走了。”

事后，楚女士回忆：当日，接到一自称

是外省公安局“唐警官”的电话，告知其涉

嫌一桩洗钱案件，为了自证清白，必须添加

一个QQ号，通过QQ联系。不一会，在对

方发起的视频语音中，楚女士看到一名着

警服的男子，此人还出示了“警官证”，说当

地警方已通知上海警方将上家门找楚女士

讯问，如果想证明清白就得听从指令。同

时，现在开始切断对外联系。

一脸茫然的楚女士听从了“唐警官”的

指令，还按指令寻找了一个密闭且有WiFi
的房间，“唐警官”的语音视频一直没有间

断，就在花木派出所民警拦阻之时，楚女士

正准备乘车前往一个离城区更远的地方。

事后，楚女士向屠周聪和左自健表示感谢，

并承诺会把自己的案例警示给身边亲朋好

友，防止别人受骗上当。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最近中小幼学校陆续开学，在此之前，

陆叶青带领 1+1户外公益志愿者队、川沙

新镇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等队伍陆续为许

多学校开展清洁、消杀等志愿服务。从加

入中华骨髓库，到带领 400多名志愿者开

展各类志愿活动，十余年来，陆叶青一直奔

跑在公益路上。

1999年从上海武警部队退役后，陆叶

青来到了当时的区环保局工作。2003年，

他参加了单位组织的环保捡垃圾活动，深

深感受到公益活动的魅力。自此，陆叶青

开启了自己的公益生涯：2005年，他主动

申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2010年又进行了

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登记，受他的影响，之

后不久又有 23位伙伴去浦东红十字协会

签了遗体捐献协议；2013年，陆叶青还加

入世纪大道地铁志愿者队伍……

多年来，陆叶青参加公益的脚步没有

停止，反而越迈越大。因为酷爱户外运动，

2017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加入了川沙

“1＋1”户外俱乐部，还成为了领队。俱乐

部会员大多都是30至40多岁的中青年，在

陆叶青的带动下，许多人开始参与公益活

动，“比如有一年我们组织出去爬山，在活

动的同时沿路捡拾垃圾，如今每年我们都

会组织公益爬山活动。”陆叶青说。

就这样一点一滴汇聚，俱乐部里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热爱公益。2018年，陆叶青

牵头组建了川沙新镇地铁红马甲志愿者服

务队和川沙老街“蓝精灵”旅游线志愿者服

务队，带领“1＋1”户外俱乐部 100多名青

年志愿者队员不断弘扬正能量。一年多的

时间，陆叶青带领的志愿团队不断壮大，

“现在我们有3支队伍活跃在公益一线，包

括上海 1+1户外公益志愿者队，现注册有

431名志愿者，按不同项目分成 9个分队。

另外还有川沙新镇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和

蓝天救援队志愿者，其中蓝天救援队志愿

者与上海蓝天救援队形成联动机制。这些

公益团队的服务半径从高桥覆盖到了浦东

南部地区。”陆叶青说。

一路走来，陆叶青以身作则，带着 400
多位公益小伙伴们奔波在浦东这片热土

上。2019年，1+1户外志愿者公益服务队

被上海巾帼园志愿者基地评为“优秀志愿

者服务队”。陆叶青被上海巾帼园志愿者

基地评为“十佳优秀巾帼志愿者”。由于在

2018年上海进博会期间表现突出，陆叶青

还获得进博会“优秀志愿者”称号。

最近，1+1户外公益志愿者队又启动

了新一轮的招募。陆叶青说，公益之路永

无止境，希望能带动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

队伍，让爱心、奉献继续传递下去。

连续四年列入区实事项目 越来越受到女职工青睐

浦东20家爱心妈咪小屋获评星级

花木派出所及时阻止一起电信诈骗案

女子给假警察转账时，真警察赶到了

他一直奔跑在公益路上
——志愿者陆叶青的故事

“微课堂”助推金杨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上海女性创新课堂启动

竹园将建126米地标建筑

《兵役法》讲座走进文建中学

凡人·歌

126米高的塔楼效果图

陆叶青（后排右一）所带领的“1＋1”户外俱乐部志愿者团队。 □资料图

一些爱心妈咪小屋还开办了各类线上交流平台，越来越有特色。 □施宇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