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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组织管理局公告〔2020〕（第11号）

《撤销登记》公告
经调查，下列18家社会组织已两年(含连续两年)以上不参加年检，或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依据《社会团体登记

管理条例》（2016修改版）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下列18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特此公告。

2020年6月19日

1、上海市南汇脉通外语进修学校

登记证号：005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425703596A
2、上海指南针培训中心

登记证号：03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772141532J
3、上海市南汇东海苗苗幼儿园

登记证号：012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729446656K
4、上海南汇泥城港南幼儿园

登记证号：024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762640311M
5、上海市南汇泥城横港幼儿园

登记证号：012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729446648Q
6、上海市南汇区三墩镇高英幼儿园

登记证号：018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743255522Q
7、上海市南汇天童幼儿园

登记证号：001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425701312U
8、上海市南汇神童幼儿园

登记证号：002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4257013559
9、上海今为进修学校

登记证号：02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747632970C
10、上海浦东新区易学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登记证号：02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747273525U
11、上海浦东新区朗佳科技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登记证号：022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752469442T
12、上海育华现代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登记证号：028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766475659J
13、上海浦东新区南汇建设培训中心

登记证号：069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6643619255
14、上海南汇南沪创业技能培训中心

登记证号：075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6711576076

15、上海市浦东含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登记证号：029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E789663337
16、上海南文艺术培训中心

登记证号：005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101154257036090
17、上海市南汇区集邮协会

登记证号：008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1011550117077XD
18、上海市南汇区南风文学协会

登记证号：004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10115501170235J

被撤销登记的社会组织名单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去医院看病，

忘带医保卡，还能用医保卡结算吗？在上

海的部分医院，答案是“能”。近期，仁济

医院进行了医保五期升级，市民可以通过

手机申请“医保电子凭证”进行医保结算，

真正实现医保卡脱卡支付。据了解，仁济

医院是上海首家实现医保卡脱卡支付的

三级医院。

近日，李女士就享受了医保电子凭证

的便捷。她全程通过手机完成了取号、使

用医保卡、下载电子票据等手续。“这个很

方便，我之前那些纸质发票都找不到了，

有了这些电子票据，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丢

失了。”李女士说。此外，有了“医保电子

凭证”，市民只要在仁济医院近 3个月有

就诊记录的，可以在仁济医院“互联网医

院”在线就诊，配药到家，医保支付部分可

以直接从医保账户内扣除，自费部分可以

在线支付。

小小一张医保电子凭证，承载的处理

任务可不简单，其整个医保线上交易，面

向上海医保参保人员，采用加密算法，加

密传输，更要经过上海市医保中心自动在

线核对个人账户信息，拿到鉴权令牌才能

进行交易。

医保电子凭证是由国家医保信息平

台统一生成，是基于医保基础信息库为全

体参保人员生成的医保身份识别电子介

质。医保电子凭证通过实名、实人认证技

术，采用加密算法形成，目前的业务场景

包括医保查询、医保购药、医保挂号等。

据悉，不止医院就医，部分药店买药也开

始支持刷医保电子凭证二维码。

如何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市民可以

在“随申办”App的“随申码·医保-医保电

子凭证”、微信支付“医疗健康-医保电子

凭证”或微信卡包“票证-医保电子凭证”、

支付宝“市民中心-医保电子凭证”或“卡

包-证件-医保电子凭证”、仁济医院微信

公众号或支付宝生活号内的个人中心按

提示领取。目前，微信号/支付宝只能实

名制申请本人的医保电子凭证。目前，一

个微信号只能实名制申请本人的医保电

子凭证。

线下如何使用医保电子凭证就医？

市民进入微信服务号或支付宝生活号首

页，点击菜单栏“个人中心”-“医保凭证”，

直接展码，线下刷码就医。为了保障信息

的安全性，二维码只有1分钟时效性。

仁济医院是上海首批医保五期升级

试点单位之一，这一看病新方式上海其他

医院也在推进。

■本报记者 严静雯

今年以来，直播成了一个热词。不

少医务人员也出镜担纲“主播”，以通俗

易懂的内容创新医学科普传播方式、服

务广大人民群众。6月8日-6月12日，上

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67名临床一线专

家接力“新华大健康”直播专场，为公众

奉上5天25场的妇产科健康科普直播。

这场科普盛宴可谓干货满满，在北

京的主持人与一妇婴专家们连线畅聊：

孕期如何科学化管理和引导顺产？打了

分娩镇痛，生产时真的一点都不疼吗？

婴幼儿遇上发育性运动协调障碍怎么

办？话题涵盖了女性全生命全周期的健

康管理和婴幼儿发育发展的各类问题。

这已经不是一妇婴的医生首次“触

电”科普直播。院长万小平表示，医生和

护士的健康科普能力是临床以外另一种

基本素质。医院鼓励医务人员参加科普

直播，有条件就要“应上尽上”。

据统计，在此次“新华大健康”直播

周期间，通过各个渠道的收看量接近

2200万人次。

■本报记者 李继成

6 月 8 日,上海地铁总客流为 988.7
万人次，6月 12日为 999.5万人次，6月

16日为 947.3万人次……上海地铁客流

正在逐步接近以往每天千万人次以上

的水平。而这背后，不仅有复工复产复

市复学的原因，也有“五五购物节”、迪

士尼重新开放等措施对地铁客流上升

的贡献。

据市交通委交通指挥中心统计，5
月份轨道交通全网日均客运量736万人

次，环比上升 9.7%。陆家嘴、静安寺、徐

家汇等站已大幅恢复至常态的 85%左

右；漕河泾商务区（含桂林路站）、浦电路

站等因为周边办公楼密集，客流已恢复

至春节前工作日的95%以上。

随着“五五购物节”的举办，本市各

大商圈也逐渐恢复往日的热闹景象，休

息日客流最高已接近 550万人次，已恢

复至春节前常态的 68%。同时，晚上 7
点后进站客流（夜间时段）占全天的比重

也在不断升高。4月份时该比重基本维

持在16%-17%，而进入5月后，该比重基

本维持在 18%-19%，已经超过了去年休

息日夜间进站比重的平均值。

轨道交通夜间客流的增加，说明近

期的夜间经济已呈现出比较活跃的态

势。陆家嘴、商城路以及南京东路和静

安寺四站夜间客流比重最高，达37%；说

明市民游客在这些车站周边餐饮、购物

的逗留意愿非常强烈。

受疫情影响已关闭多月的上海迪士

尼乐园，于 5月 11日起重新开放。统计

数据显示，迪士尼站 5月 11日至 5月 17
日这周，客流水平较5月上旬显著上升，

日均客流由约1万人次升至1.5万人次，

增幅达 5成；到了 5月最后一周，日均客

流已经达到2.2万人次，较月初翻倍。

申请电子凭证，忘带医保卡也能看病
仁济医院试点脱卡支付 还能进行在线就医、送药上门

“五五购物节”引流

上海地铁日客流
逐步接近千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根据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的统一部署，全国普速

铁路将于6月20日起实施电子客票。届

时，长三角铁路65个普速客运车站和42
个高普混合客运车站将告别纸质火车

票，更多旅客可享受到电子客票“一证通

行”带来的便利。

长三角普速铁路年旅客发送量约占

区域内旅客发送总量的 23.4%左右。电

子客票在普速铁路实施后，将覆盖长三

角铁路管辖区段内京沪、沪昆、陇海、京

九等 24条普速铁路路网干线和运输繁

忙线路，涉及 107个普速和高普混合车

站，其中江苏地区 32个车站、安徽地区

43个车站、浙江地区 26个车站、上海地

区 3个车站、河南地区 2个车站、湖北地

区1个车站。

金山铁路开行的列车、宁波市域列

车、绍兴市域列车、连云港市域列车售票

方式不变，上海—拉萨Z164/165次列车

上海至西宁以远段、上海—香港红磡

Z99/100次列车上海直达香港红磡段仍

使用磁介质火车票。

普速铁路明日起实施电子客票

长三角107个车站
告别纸质火车票

本报讯（记者 张敏）上海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总队日前组织召开本市危

化品运输行业警示约谈会，对16家在交

通事故、交通违法、车辆检验等方面存

在安全隐患的企业进行警示约谈。

会上，交警总队从事故、违法及危

化品车辆隐患等多个方面，对2019年以

来行业整体交通安全形势进行了通报，

并责令相关企业落实整改措施。2019
年以来，所属车辆发生事故量较多、百

车事故率排名靠前的企业分别为上海

华鑫油气物流有限公司、上海申石运输

有限公司、上海乐途物流有限公司等。

车均违法率前三的企业分别是上海彭

江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上海百家丽运

输有限公司、上海建中危险品运输有限

公司。

另外，自 2019年以来，本市共发生

危化品闯禁令违法行为46起，涉及32家
危化品运输企业。

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表示，

危化品运输行业要始终保持“忧患意

识”，坚持安全第一，落实交通安全管理

责任，通过GPS监管、叠加处罚等制度

进行最严管理。

上海警方约谈
危化品运输企业

医生担纲主播，接力科普直播

本报讯（记者 黄静）装修产生的垃

圾如何日产日清？建筑垃圾处理有哪些

管理规定？昨日下午举办的2020年浦东

“青社沙龙”系列活动第二期，议题聚焦

小区装修垃圾管理，邀请浦东青年人才

为社区自治规则支招。

今年 5月起，浦东团区委发起的“青

社沙龙”联合相关街镇党（工）委巡回举

办。这一系列活动围绕社区治理中的痛

点、难点问题定期举办主题研讨会和开

放工作坊。此次研讨会聚焦“小区装修

垃圾管理自治规则”议题，邀请浦东居民

区书记、业委会青年委员、青年社会组织

达人、专家学者等社区青年人才，共同探

讨小区在装修垃圾治理中的经验与难

题，以专业视角为基层治理出谋划策。

作为本次活动的入选案例，陆家嘴街

道东昌小区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曹骏分享

了他们的治理路径。他介绍说，随着小区

道路整新工程的实施，装修垃圾有了固定

堆放点，条件成熟后，小区试点居民对装

修垃圾进行分类，并实施定点投放。如

今，东昌新村实现了生活垃圾、街面商铺

垃圾、石头砂石、木头的点位布局，并实施

完成改建，小区环境也发生了大变样。

在浦兴路街道，小区装修垃圾也是

社区治理的一大课题。研讨会上，来自

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的罗婷婷说，“我们

坚持居民自治为主，居民区党组织引领

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实行共治，同

时通过专业作业服务单位清运作保障，

探索小区装修垃圾的管理之道。”

研讨会上，来自区废弃物管理中心

的专业人士还就《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

管理规定》进行了政策讲解。

与会嘉宾表示，“青社沙龙”切切实

实为社区排忧解难，通过一个个鲜活的

案例，为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更加多元

的思考方式与解决路径。

聚焦小区装修垃圾管理

“青社沙龙”为社区自治规则支招

临床一线专家在进行接力“新华大健康”直播。 □一妇婴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