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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奉贤海上风电场项目

2.建设单位名称：上海海湾新能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

3.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上海勘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杭州湾

北部海域

5.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拟安装32台单

机容量6.45MW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

规模206.4MW，配套建设一座220kV海

上升压站和一座陆上集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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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月23日至2020年0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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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国权路39号15楼或

上海市临新路65弄1号楼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系人：顾雯

邮寄地址：上海市国权路39号15楼

联系电话：021-55579555-8055

电子邮箱：gw1231@163.com

传真：021-35303006

奉贤海上风电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意见征求公示

夏季安全生产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二）
防台风 东部沿海地区是台风的频

繁光顾地区，特别是夏季，若处理不当，

不仅会发生安全事故，更会造成大量的

经济损失，大风过后要进行检查，确认正

常后恢复生产。

防雷雨 夏季雷雨天气增多，企业

要提前部署、检查、落实好防汛、防雷的

设施材料；加强员工对雷雨天注意事项

的安全教育，提高员工防雷击安全防范

意识。

压力容器安全 不少企业都涉及气

焊、气割作业，由于夏天气温高，高压气

体在烈日的照射下温度上升，体积膨胀，

严重的会发生气瓶爆炸造成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一旦发生爆炸还会带来二次

事故（比如火灾），使损失变大。

防泄露中毒 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

来临，有毒气体挥发、扩散速度加快，接

触有毒气体岗位的操作人员很容易发生

有毒气体中毒。为此，要加强相关工作

岗位人员的有毒气体中毒防护工作。

密闭空间作业 夏天气温高，下水

管道、检查井、窖井、化粪池、泵房集水

池、污水处理构筑物等积存污水、污物的

设施由于微生物作用、地势低且相对封

闭，容易产生沼气。沼气浓度高时，不仅

会引起人员中毒，而且有可能产生爆炸。

（来源：山东应急管理）

■本报记者 张敏

7月 11日是星期六，浦东公安分局康

桥派出所如往常一样运转了一天。从8点

30分至次日8点30分，24小时的值班时间

内，康桥派出所共接报110警情83起，来电

报警 15起，窗口接报 8起。翻开值班记录

本，一个个标注着“求助已解决”的字样跃

入眼帘。

危急时刻，幸而遇见您

13 时 20 分，一名男子耷拉着头坐在

偏僻的路边，身上的血迹格外扎眼，刚刚

处警完毕的值班民警孙佳华见状紧急停

车，上前询问。只见男子左手手腕处有两

处割腕伤，颈部也存在一处伤口，伤口处

血迹斑斑，孙佳华迅速拨打 120 急救电

话。

吃了安眠药、夫妻矛盾要离婚、抑郁

症、不想活了……男子支支吾吾中透露出

对生活的厌倦，还刻意回避自己的身份和

家人情况，也许是安眠药的药效，他不断

地说道：“我想睡觉。”

紧急时刻，孙佳华利用仅有的一点

线索通过随身 PDA 查询到了男子信息，

随即呼喊他的名字，让他保持清醒等待

救援，直到 120 救护车到场将其送医抢

救。虽然男子没有了生命危险，但孙佳

华还是很担心他的精神状况，始终联系

不上男子家属，便找到了他的单位，直到

单位派人抵达医院看望照顾，孙佳华才

放心离去。

失而复得的手机

15时23分许，康桥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辖区永乐广场三楼游戏厅内有人不慎遗

失手机。民警杨碧涛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原来报警人李先生带着孩子在游戏厅内

玩耍，随手将一部苹果手机遗忘在了游戏

台上，过了一阵想起来了，回来寻找手机

却不见踪影。李先生是一名医务人员，手

机里有一条涉及近期手术的重要信息，杨

碧涛找到商场保安，请对方帮助李先生调

取录像。

没想到这一看就到 22时，监控显示，

一名戴黑色口罩的男子拿了手机之后驾

车离开。杨碧涛多次尝试和黑衣男子进

行电话联系，对方始终没有接听。次日 7
时，忙碌了一个通宵的杨碧涛并没有忘记

李先生手机的事，一停当下来就再一次拨

打了电话。

这一次电话终于拨通了，话筒那头男

子对捡取遗忘手机一事不以为然，杨碧涛

讲明利害关系，该男子连忙将手机归还李

先生。没多久，拿回手机的李先生赶到派

出所想要好好谢谢民警，杨碧涛礼貌拒绝

道：“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清官”巧解家务事

16 时 26 分许，康桥派出所接报一起

债务纠纷。报警人邵女士居住在康桥地

区秀浦路上一个小区内，与女儿同住，前

夫陈先生却将邵女士名下的这套房屋抵

押给了别人，还签下了“如不还钱，就出借

该房屋五年”的协议。

债权人上门要求邵女士履约，还联

系了中介将房屋出租。为此，双方多次

发生纠纷，一边是将无家可归的邵女士

母女，一边是坚持履行协议的债权人王

先生，双方剑拔弩张，矛盾一触即发。

面对如此复杂的纠纷，处警民警李

巍到场后，先控制住现场局面，再将债权

人王先生、邵女士母女、房产中介代表、

租客等四方当事人带到派出所调解。值

班长张丹和李巍一起分头了解情况，厘

清四方诉求，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

方案。

长达 6个小时的调解后，四方当事人

终于达成协议。租客搬离该房屋，由中介

重新安排新的房屋，而中介损失以及涉及

的债务问题则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邵女士

母女俩当晚住回自己的房屋。调解协议

签订完成的那一刻，邵女士母女落下了激

动的泪水。

迷途老人的回家路

次日 7时 30分，还有 1个小时就要交

班了，平静的值班室再起波澜，派出所接

到报警，辖区内一名小区保安在小区门口

发现了一名迷途老人。

值班民警孙佳华立即赶到，谈话中老

人答非所问，让他犯了难。虽然老人自述

住在上海，来看望兄弟，但由于无法与老

人正常沟通，孙佳华一时没法找到老人的

家属或居住地址。

为了老人的安全，孙佳华将老人先带

回派出所，找地方让他安顿下来再慢慢想

办法。坐在休息室里，仔细观察后，孙佳

华发现其家属在老人的手腕上戴着一块

电话手表。可惜老人并不会使用，而且对

于民警查看非常抵触。孙佳华耐下心来，

慢慢劝说直至老人放下戒心将电话手表

取下。

老人电话手表中的通讯录里果然

储存了家人的电话，孙佳华立即联系了

老人的女儿。此时，老人的家里已经乱

成了一锅粥，正想着怎么把老人找回

来。

派出所里，一家人终于再次团聚。女

儿表示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平时就一直

喜欢往外走，家人怕老人走失就给他戴了

电话手表，这下算是派上了用处。老人见

到女儿，开心地笑了起来，为老人找到了

家人，民警也笑了。

作为一名普通基层派出所民警，他

们的工作琐碎而“不起眼”。但因为他

们的工作与老百姓的安危息息相关，他

们 24 小时内处理的每一起警情，或避免

了一场悲剧，或为百姓守护了平安，对

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有着不同寻常的

意义。

大团素园农庄庄主沈超是一名海归乡村创客，自2016年来，沈超不断探索“稻田养鸭”的
绿色生态循环农业，2017年获国家专利。“稻田养鸭”模式不仅可使水稻增产10%，也可在鸭
子养殖方面获得经济效益。图为大团素园农庄的“稻田养鸭”。 □张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黄静）7 月 24 日，

2020年浦东新区“青社沙龙”系列活动

第三期研讨会在三林前滩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举行，此次研讨会围绕“老旧小

区如何提高物业费收缴率问题”，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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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在物业

费标准制定和收缴过程中的经验与难

题，以专业视角为提升老旧小区物业费

收缴率“辟蹊径”。

近年来，三林镇在党建引领社区治

理方面一直在探索新路径。特别是今

年以来，三林镇以居民区党组织为核

心，整合业委会、物业公司等主体，建立

功能型党组织，积极探索“党总支负责、

党支部履责、党小组包干、党员带头”的

党建引领新路径，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下一阶段，三林镇将通过探索各种方

式、不同路径，结合党建引领，抓住老旧

小区“美丽家园”改造等契机，实现小区

物业费收缴率的不断提升。作为本次

活动的第一个分享者，三林镇永泰路第

二居民委员会党总支书记赵正通过生

动的案例将“如何合理提高物业费和收

缴率”的问题带入了研讨会。

围绕这一问题，针对老旧小区提高

物业费收缴率这项治理难题，曹路镇中

虹家苑居民委员会主任、青年业委会委

员张金怡提出了“从包干制到酬金制”

的“新解法”。相较于包干制，酬金制更

加透明，业主对物业服务企业的费用支

出可以监控，而物业服务企业服务支出

的多少对企业利润没有直接影响，有了

固定的酬金，则企业不必考虑多元化经

营，有利于物业管理的专业化。两年多

来，自实行酬金制物业管理以来，居民

区整体环境得以提升，物业费收缴率达

到97%以上。

航头镇社建办主任邱华萍提出了

“建立镇域失信惩戒机制，化解物业费

收缴难”的新思路。该镇建立了镇域诚

信管理信息平台，通过完善部门联动机

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启动绩效考核

机制、实行福利待遇挂钩机制、完善奖

励激励机制、执行检查督查机制等“六

个机制”，对欠缴物业费的业主实行“准

入限制”和“办理限制”。2016年至2019
年底，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党建办、团

委、社建办等，对涉及事项办理、享受福

利待遇、先进表彰等多项事务，进行近

万人次的前期审核把关，近 3年相关未

缴清人员数为零。

虹口区北外滩街道提篮桥居民委

员会党总支书记奚红谈到了“三驾马车

同向发力，物业服务质价提升”的新理

念。居委组建了由业委会和小区党员、

楼组长共同组成的“吉祥三保”志愿者

队伍，担负小区的保洁、保绿、保安，通

过居民自治的形式，提升了物业管理

水平。在此基础上，居委在自治办的指

导下，邀请街道房办、物业、业委会一起

共商“质价提升”议题。同时，居民自行

选择第三方进行物业费用评估，居委会

沟通协调，形成预期可行性方案，并征

询业主意见。最终，小区物业服务管理

“质价”双提升工作获得业主广泛支持，

物业费提升涨幅近4倍。

今年 5月起，由浦东团区委发起的

“青社沙龙”联合相关街镇党（工）委巡

回举办。“青社沙龙”系列活动，引导青

年参与探索社区治理的痛点、难点问

题，通过鲜活的案例，形成社区治理的

多元思考方式与解决路径。除了主题

研讨会外，“青社沙龙”还将于 7月底举

办开放工作坊，探讨提升老旧小区物业

费收缴率的最优方法。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卓斌）
今后，浦东机场出港旅客在安检口交出打

火机时将能收到一个兑换二维码，用于回

程到达浦东时随机兑换一个安检回收的

打火机。

根据民航局《民航旅客禁止携带和托

运物品目录》有关规定，旅客在乘坐飞机

时不能携带或者托运打火机。以往，浦东

机场通过在安检待检区及安检通道内设

置违禁物品自弃箱，由旅客自行弃置包括

打火机在内的违禁物品。有部分旅客机

场安检交出打火机后，回程时希望能早些

重新用上打火机。针对这些旅客的需求，

浦东机场在T1航站楼楼内试点推出了打

火机自助兑换服务。旅客可在T1办票大

厅 4号门及国内安检 4-7号通道按照提示

将打火机投入回收机，就能获得兑换权

益，当旅客再次抵达浦东机场时，可在T1
到达4号、7号门处的兑换机上免费兑换打

火机一个。

打火机回收兑换设备内部配备智能

温度及气体监控系统，可确保旅客投入的

打火机处于安全可控的环境中。兑换服

务在保证安全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旅客弃

置打火机的循环利用，减少不必要的资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旅客在使用该项服务

时，仅需通过扫描二维码注册，就可根据

提示自助将打火机投入设备并获取兑换

凭证，回来后在兑换机上扫描兑换即可，

全程均为无接触自助服务。根据试用效

果，浦东机场打火机回收兑换范围还有望

扩大到浦东机场T2，甚至通过合作与其他

机场打通，以便未来旅客在各目的地机场

均能免费循环领用。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浦东机

场安检根据旅客需求不断推出服务举措，

如在安检待检区设置安检服务台，在旅客

人身检查时采取“一检一消毒”措施，在证

件查验环节加装可视隔断等人性化服务，

以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项目提高安检真

情服务能力，为旅客提供温馨、舒适的过

检环境。

百姓寻常事，从来大如天
——康桥派出所一日见闻

稻田养鸭

浦东机场推出打火机自助循环利用措施

出发时回收 回程时兑换

老旧小区如何提高物业费收缴率
“青社沙龙”引领青年参与社会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