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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上海市轨道交通

崇明线一期工程

2.建设单位名称：上海申通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

3.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中海环

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地点：上海市浦东新

区、崇明区

5.项目建设内容：工程线路长约

22.3km，全部采用地下敷设方式，设地

下车站 5 座，车辆段 1 座，中间风井 3

座；新建主变电所1座。

二、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

1.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0 年 6 月 28 日至 2020 年 7 月 3 日

止）

2.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xxgk.eic.

sh.cn/jsp/view/eiaReportList.jsp）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

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xxgk.eic.sh.

cn/jsp/view/eiaReportList.jsp）

4.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纸质查阅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

路600号10号楼）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系人：毛老师

邮寄地址：上海市宜山路1283号2

楼

联系电话：021-64857775

电子邮箱：hjpjb@qq.com

传真：021-58211402

上海市轨道交通崇明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意见征求的登报公示

仓库如何防火？

1.定期检查消防器材，保证能够正

常使用。

2.下班要及时关闭好门窗及一切可

用电源，并严格检查是否存在其他火灾

隐患。

3.各类机动车装卸物品后，不准在

库房内停放及维修。

4.不准私搭接线路，不准违规用电，

照明设备要符合仓库的安全规定，不使

用大功率电器。

5.各类危险物品不准堆放在一般货

物仓库内。物品入库前，应有专人负责

检查，确实不是火种等隐患后，方可入

库。

6.动用明火的人员必须到安全部办

理手续，方可作业。

7.在仓库醒目位置要挂上禁烟标

志，特殊仓库应该还有禁油等相应的

禁止事项。任何人员进入仓库不准吸

烟。

8.仓库内物资按规定区域整齐排

列，每个区域必须留有消防通道。

（上海应急守护）

■本报记者 章磊

今年，知名的浦东品牌瓜果之一、“南

汇 8424 西瓜”步入而立之年。6 月 25 日，

在位于惠南镇海沈村的西瓜水稻轮茬基

地，一群为“南汇8424西瓜”成长作出贡献

的人，齐聚“品牌·传承”主题论坛，共同回

忆这只西瓜的前世今生，展望未来。

这也是第二届“惠南瓜果节”的首个

活动，以此纪念“南汇8424西瓜”落户浦东

30周年。30年来，不少单位和个人的默默

奉献和付出，成就了“南汇8424西瓜”如今

的品牌和知名度。

1984年，新疆农科院哈密瓜研究中心

研究员吴明珠教授培育出品系为 24号的

西瓜良种，且是早熟品种，故名“早佳

8424”西瓜。1988 年，在上海市农业局专

家帮助下，原南汇县从新疆引进“早佳

8424”西瓜，一举成为南汇地区西瓜生产当

家品种，后冠名为“南汇8424西瓜”。

“南汇8424西瓜”落地30年来，在上海

市历年优质西瓜评比中屡夺金奖，也屡获

中国农博会金奖等荣誉，成为浦东农业的

一块金字招牌。时至今日，“南汇 8424西

瓜”品牌合作联社已拥有成员单位 33家，

种植面积 7685亩。每到夏令时节，“南汇

8424西瓜”便会成为上海市民消暑的首选

水果。

活动中，“南汇8424西瓜”产业联合体

创新基地与智慧农业一站式示范工程两

大项目揭牌。惠南镇还与天天果园、浦商

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实现惠南农产品产销

一体。

据悉，这个产业联合体创新基地，将

继续挖掘“南汇8424西瓜”的潜力，提高品

牌效益，重点在“优质、绿色、做强、创新”

上下功夫，符合上海农产品市场的需求，

提高消费者的认同感，提升优质特色农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业附加值，实现

西瓜生产、展示、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科普

教育融合，促进农村增色、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搭建多元平台，以农业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主体，组建“南

汇 8424西瓜”产业联合体，为农业品牌搭

建平台，将指头变拳头，扩大品牌效应，带

动农业联合发展，成为乡村振兴、产业兴

旺的新引擎。

在“品牌·传承”主题论坛上，与会嘉

宾通过《“南汇 8424 西瓜”落户浦东 30 周

年》专题片和“南汇 8424西瓜”的过去·现

在·未来的主题演讲，共同回忆了这只西

瓜的前世今生。

而传承优势农业、发展农旅产业——

惠南镇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演

讲，则让人了解到惠南在乡村振兴方面的

思考和探索。

惠南镇党委书记潘秀红介绍，传承优

势农业、发展农旅产业是惠南乡村振兴可

持续发展之路，惠南将以背靠国际大都市

及自然的乡村肌理、优质的农产品等先天

优势来增强乡土自信，以高标准的农业、

高品质的旅游来增强乡村魅力。

据悉，端午小长假三天期间，海沈村

“涌进”了近7000名游客，体验插秧、包粽、

划艇、骑行等活动，感受美丽乡村带来的

野趣。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以江水拍岸的

陆家嘴滨江为“布景”，以霓虹璀璨的楼宇

灯光为“舞美”，6月24日，1862时尚艺术中

心重启演出大幕。作为疫情后的首场演

出，以浦江夜景“对话”昆曲雅韵，传统与现

代彼此交错，让观众感受到古今交融的独

特艺术体验。

1862 时尚艺术中心所在地原本是建

于 1862 年的上海祥生船厂，后改建为剧

院，于2018年开业。

当晚，为了迎接久违的观众，1862 时

尚艺术中心配备了人脸识别系统及红外测

温热像仪。剧院还为观众准备了端午节小

礼物，并在每一个坐席上，放上一张小卡

片，上面写着：“你回来了，真好。”

晚上 7 点 30 分，灯光暗下，《唱着唱

着，几千年》准时开场。观众惊喜地看

到，身着长衫的中国戏曲最高奖“梅花

奖”得主、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吴

双，撑着一把油纸伞，伴随一阵江风从剧

院外翩然走上舞台。《菩萨蛮》《忆王孙》

《声声慢》《八声甘州》《虞美人》《相见

欢》……在吴双深情演绎下，观众沉浸于

昆曲雅韵之中。台上台下一同穿越千

年，抚宋追唐。

今年因为疫情，原定的2020演出季菜

单就此搁置。作为替代，剧院方策划推出

了“2020 2.0”系列演出，剧目由国内演出

团体献演，主推当代艺术结合表演艺术。

继 6月 24日、25日上演的《唱着唱着，几千

年》后，7月 10日、11日将上演肖瀛声音记

忆钢琴唱作故事会《城市空境》，8 月 28
日、29 日将上演谢欣极简舞蹈论坛剧场

《Touching触不可及》。未来，剧院还将策

划一台与上海文化有关的演出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昨天，大芦线

航道整治二期浦星公路跨大治河桥顺利

通车。

浦星公路跨大治河桥新桥主桥采用

230米跨径的下承式系杆拱桥，是目前上

海最大跨径的下承式拱桥。主桥设计呈

提篮拱造型，曲线优美，桥梁整体造型简

洁轻盈、雄伟壮观；桥面系为钢与混凝土

组合结构，采用预制拼装工艺。

大芦线航道是本市“一环十射”高等

级内河航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整治工程

按照Ⅲ级航道通航标准实施，建成后的船

舶通航能力从此前的 500 吨级提升为

1000 吨级/90 标准箱集装箱船。工程从

2006 年一期启动建设至今，已完成了黄

浦江大治河口—泐马河、团芦港、五尺沟

—芦潮港内河集装箱港区54公里的航道

整治和 24 座跨航道桥梁的改建、新建。

一期工程已于 2014 年建成，考虑到区域

陆上交通组织等因素，二期工程目前尚有

7座跨航道桥梁在建，预计2022年全面建

成。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昨天，竹园污

水处理厂四期工程正式开工。工程建成

后，竹园片区污水处理规模将从220万立

方米/日提升至340万立方米/日。

该工程是上海市重大工程项目及苏

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四期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工程位于华东路以东、外高桥船厂

西侧，建设内容包括新建规模120万立方

米/日的污水处理厂、规模 120吨干基/日
的污泥处理中心以及总长约 5公里的进

出水总管等，总投资约100亿元。工程依

托地形特点，优化空间布局，将形成污泥

处理中心居中，东西污水处理区为两翼的

“两区一中心”总体布局。

本报讯 （记者 杨 珍 莹）6 月 27
日，奥运冠军邓亚萍、青春有你训练生

林小宅、知名辩手陈铭等登上了大巴，

通过直播的形式，在申城街头送出他

们的爱心礼物。这是一场由浦东总部

企业资生堂集团举办的爱心接力公益

活动。

为了支持抗疫，资生堂决定设立

“爱心接力 Relay of Love 项目”社内

基金；疫情期间，资生堂还面向上海援

鄂医疗队开展爱心理发、赞助集体婚

礼等一系列充满“温度”的公益活动，

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下半年，资生堂计划进一步扩大爱

心接力范围，派出爱心大巴前往上海、成

都、贵阳、北京、西安、深圳、武汉七大城

市进行公益巡游，为医护人员等带去专

业美护服务。

当天，资生堂宣布携手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

立“资生堂爱心接力——关爱女性爱心

基金”和“资生堂爱心接力-关爱青少年

爱心基金”。

“南汇8424西瓜”30岁了
未来将组建产业联合体与智慧农业一站式工程

1862时尚艺术中心重启

江岸变“布景”高楼为“舞美”

携手两大基金筹集善款

资生堂爱心大巴启程
污水处理能力提升至每日340万立方米

竹园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开工

浦星公路跨大治河桥通车

以江岸为布景的演出现场。 □倪竹馨 摄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十余张熟悉

的“连环画”风格图片，描绘了革命抗争时

期中许多被历史铭记的画面，创作者娓娓

道来其背后的故事。昨天下午，这一新颖

的“四史”教育学习形式，出现在浦东新区

“四史”学习教育“党课开讲啦·再出发讲

堂”第二讲的课堂上，来自5个街镇的数百

名党员现场参与了这次学习。

本次教育学习在周家渡街道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举行，周家渡、川沙、祝桥、张

江、宣桥 5个街镇的党员来到现场参与

学习。聚焦党的光荣历史，党课通过情

景讲述、朗诵表演、Ted分享、故事分享

等形式，将当代浦东人学习“四史”的感

悟向党旗报告。

桑麟康是党课中《“画”说一大》环节

的分享者，他是上海市连环画非物质文

化遗产文化传承人，近年来他创作了一

系列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用传统

的连环画来讲述历史。为了创作好这些

作品，桑麟康查阅了许多书籍，还多次向

专家学者讨教。“这不仅让作品活灵活

现，也让我更加清晰地了解了革命历史，

创作时更加有感触了。”

整堂党课分为“星火初照”“信仰永

存”“美好接力”三大部分，来自各个领

域、不同年龄层次的分享者为广大党员

带来了十余个分享环节。情景党课《恰

同学少年》展示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

国运动，是如何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

基础；《巍巍天安门 悠悠石库门》则道出

了早期共产党人为革命付出的重大牺

牲；诗朗诵《永远的信仰》让人们了解有

哪些烈士为解放浦东而牺牲；情景表演

《珍惜美好要记住苦难》《世博让生活更

美好》等，形象地告诉人们美好生活要接

力传承。

“党课开讲啦·再出发讲堂”是浦东

新区区委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关于开展

“党课开讲啦”要求，所举办的系列党课

宣讲。重点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史、浦东地方历史、浦东开发开放 30年

等主题，从不同角度深度挖掘“四史”学

习教育中蕴含的初心之源、奋斗之魂，推

动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党课学习教育

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善作

善成的实际效果。

接下来，“党课开讲啦·再出发讲堂”

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

示范精品党课、高质量优秀党课的广泛

推动和学习使用力度，切实把“四史”学

习教育党课与党的日常组织生活结合起

来，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做到边讲、边

学、边受教育。

“党课开讲啦·再出发讲堂”第二讲开讲

向党旗报告学习“四史”感悟

“党课开讲啦·再出发讲堂”第二讲昨天开讲。 □施宇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