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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浦东南路5000号1楼、部分，出

租面积350㎡，租赁用途：政府许可的

业态，日租金 4.45 元/平方米/日（含

税），租赁期3年，租金年递增不低于

3%，保证金为2个月租金，免租期不超

过2个月。

有意向的承租人于2021年6月7

日至2021年6月11日，每天上午9时

至 11 时，下午 1 时至 5 时（北京时间，

双休、节假日除外），持报名时需提交

的资料（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和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明材

料、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至上海市

浦东区蓝村路62号5楼综合办公室现

场报名。联系电话：13661932812。联

系人：李珏。

招租信息

沪东区域医疗中心新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意见征求的登报公示

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沪东区域医疗中心新建工

程项目

2. 建设单位名称：上海市东方医院（同

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3.环评编制单位名称：上海慧益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地点：沪东社区Y000804编

制单元 11-04 地块，东至长岛路，南至

马家浜及防护绿地，西至浦东大道，北

至博兴路

5.项目建设内容：沪东区域医疗中心新

建 工 程 ，床 位 数 600 张 ，用 地 面 积

31485.6m2，总建筑面积 169800m2，其中

地上建筑面积114800m2，地下建筑面积

约 55000m2。建设内容包括：一栋综合

楼、感染门诊楼和垃圾房、污水处理站

等附属工程。

二、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

1.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6

月7日至2021年6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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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xxgk/

jsxmhp_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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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xxgk/

jsxmhp_index.jsp

4. 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纸 质 查 阅 点 ：浦 东 新 区 即 墨 路 150

号。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系人：董老师

邮寄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盈港路453号

902室

电话：021-33861193

邮箱：22761288@qq.com

传真：/

三、防触电措施
（1）加强现场用电管理，杜绝电源线

随地乱拖、电源线利用金属构件架空、一

机多用或一个漏电保护器控制多台设备

等违章现象。

（2）雷雨季节要对室外配电箱及用

电设备采取防雨措施。

（3）加强民工宿舍用电管理，为民工

宿舍提供合理的电器插座，杜绝私拉乱

接电线，电线随意缠绕或在电线上晾晒

衣物等违章现象。

四、防火灾措施
（1）按照公司规定配备足够的消防

器材，摆放在施工现场主要部位（现场大

门口、出入通道口和楼层进出口，库房、

车间等），并有醒目标识。

（2）加强现场危险化学品（主要包括气

瓶、油漆、汽油、爆炸品等）的储存运输和使

用管理，对查出的事故隐患，要按照“定措

施、定时间、定人员”的原则及时整改。

（3）加强露天氧焊施工的监督管理，

尤其是要杜绝气瓶使用过程中露天爆

晒、平放，运输过程中在地上踢滚等严重

违章行为，防止气瓶爆炸伤人。

（4）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现场动火

施工管理，特别要加强夜间现场消防检

查，并做好检查记录，及时发现并消除火

灾隐患。

夏季安全生产工作要注意什么夏季安全生产工作要注意什么？（？（三三））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获

悉，高考临近，浦东的上南、金高和杨

高等公交公司积极行动，加强车辆保

养，提供学习、防暑等用品，为赶考学

子提供一份贴心的保障。

970 路调度员颜玉丽将“保障高

考应急点”的字样贴在南新调度室

里，应急点的桌上，摆好了口罩、饮用

水、应急药箱和文具等物品，她说这

些都是高考时，向有需要的考生和等

候的家长们免费提供的。

上南公交 82路青蜂队志愿者也

加入护考行列，在陆家嘴滨江枢纽站

和985路途经的学校门口设立爱心助

考摊，届时还会向乘坐 985路的考生

赠送一支水笔，祝愿考生们“乘坐 985
路、考上985”。

考虑到高考期间的天气变动，

给行车安全和交通秩序带来影响，

上南公交安排管理员至多条线路途

经的市八中学、上南中学、建平中学

等 7个高考考点进行现场管理，协助

配合现场民警做好指挥与监督工

作，避免交通堵塞、随意鸣号情况的

发生，为考生营造安全安静的外部

环境。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丁宏奇

今年，高考首日为周一，针对新冠疫

情防控叠加工作日特殊情况，浦东公安

分局交警支队结合往年高考情况，有针

对性推出多项“高考勤务”，全力以赴保

障高考交通。

高考期间，交警支队全员上岗，机动

力量和内勤人员叠加增援，会同各考点

属地派出所组成专班，细化“一点一方

案”安保措施和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确保

交通顺畅。

三天考试时段里，交警支队将在各

考点周边路段临时设置禁止鸣号警告标

牌，强化考点周边道路机动车违法鸣号、

随意加塞变道、逆向借道行驶等突出违

法行为的严查严处，并结合新《非机动车

安全管理条例》实施，对电动自行车等非

机动车违法鸣号现象开展执法管理，有

效管控消除噪音源。

由于近期早晚温差较大，警方预估

家长开车或租车送考占比较大，临时停

车需求较高。原途经临近考场道路大货

车已被告知在考试期间临时改道，民警

也将在现场指挥送考家长在校门口有序

停车，即停即走，并引导至周边停车场停

放。与此同时，专门调优的突发事件处

置预案也已出炉，在各考点沿线均设置

有“绿色通道”和“高考巡线”，方便民警

及时发现处置突发事件。

以往高考，跑错考点、遇阻延误等意

外情况总有发生。浦东交警支队车宣大

队副大队长朱融雪表示：“希望送考的家

长朋友调整好心态，早做准备、多做准备、

做足准备，避免出现因各类‘错误’‘失误’

导致延误，甚至痛失考试‘入场券’。”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6月 7日

至9日为本年度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统一考试（高考），6月 19日至 21
日为本年度初级中等教育学历考试

（中考）。为在“两考”期间给考生出行

提供方便，上海地铁通过优化运力储

备、减少噪音影响、强化现场服务等一

系列措施为学子“两考”绿色护航。

为了给考生一个安静的环境，

“两考”期间列车在高架车站及考场

附近车站运行时，司机驾驶过程中将

最大限度减少鸣笛，高架、地面车站

控制车站广播音量。地铁列车在有

限速要求的相关区段运行时，严格执

行限速要求。为了不影响考生复习

和睡眠，“两考”期间，地铁运营方将

停止夜间居民密集区附近的地面、高

架线路试车和高噪音施工，为考生营

造一个相对安宁的休息环境。

同时，地铁开辟绿色通道。“两考”

期间，乘坐地铁的考生凭准考证可通

过绿色通道快速进站。上海地铁还将

加强部分毗邻考场地铁车站的现场客

服力量，主动掌握站点附近学校的信

息，现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届时将全

力做好指路问询，方便考生出行。

不要迟到。根据“阴天＋闷热＋高温

差”的特殊气候环境，各位家长和考生应

提前规划线路，提前出发，提前到达指定

考点。三个“提前”帮助考生获得宝贵的

心理调整时间，提高做题效率。

出门前检查证件。考前一天准备好高

考必须携带的准考证、身份证，必要的话可

以把需要的东西放在一个袋子里避免遗

漏。出发前，再检查一遍，有备无患。

确认考点。过去几次高考，跑错考

点现象屡见不鲜。下列三组考点较易被

混淆：建平中学、建平世纪中学；南汇中

学、南汇第一中学；华师大第二附属中

学、华师大附属东昌中学。各位家长和

考生要特别注意其中的区别。

本报讯（记者 黄静）6 月 4 日，“浦东

与她赋能十四五”浦东职业女性双月沙

龙——中国“芯”与她们的“心”主题沙龙

举办。

在“十四五”规划引领下，打造自主

可控的国产半导体产业链使命光荣。广

大女性职工凭借特有的智慧和力量，在

各自领域开拓进取，发挥自身作用，展现

浦东职业女性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

精神风采。

在主题分享环节，十蕙一兰知识产

权代理公司合伙人傅春晓以“一名知识

产权从业者的芯路历程”为题，分享了作

为知识产权从业者的“芯”路历程。具有

多年知识产权服务行业经验的她认为，

当下是知识产权为科技赋能的时代，打

造自主可控的国产半导体产业链是每个

半导体人的崇高目标，也是她的心中所

愿。

座头鲸（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

伙人秦娜也分享了“科技女性的独立与自

由”的思考。她说，自己的目标是要通过

智能硬件助力生鲜医药冷链仓储，让万物

说话，为货品的安全和品控保驾护航，为

客户降本增效，努力吸纳就业，为社会尽

可能承担责任。

进入圆桌环节，康桥（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服务部副经理、康桥工业区总工会女

职工委员会主任沈萍，优爱宝机器人生产

经理兼工会主席毕全翠，泰凌微电子（上

海）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李莹，茄子咨询

CEO、艾新科技执行院长曹幻实和秦娜、

傅春晓6位职业女性分享了职业生涯的成

长收获，也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行业发展

的机遇与挑战，并为浦东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建言献策。

本报讯（首席记者 符佳）6月 3日，

上海建桥学院 2021届优秀毕业设计作

品联展在校内开幕。180 余组、450 件

（套）设计作品，全部来自于该校艺术设

计学院、珠宝学院、国际设计学院的中外

毕业生。这些作品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独

特的创新视角和工艺技巧，以及他们对

世界的观察、对艺术的探索、对社会的思

考。

展览现场，该校珠宝学院应届毕业

生肖俊峰的毕业作品《石逢春》引人注

目：他将传统砚刻的“雅”与现代首饰设

计的“新”巧妙结合，这在首饰设计中非

常少见。原来，肖俊峰的父亲是一名制

作端砚的工匠手艺人，从小耳闻目染父

亲制作端砚时的专注，肖俊峰决定用毕

业设计作品来向父亲致敬。他以父亲的

端砚雕刻手艺为表现内容，并用现代设

计的手法与材质，来重现父亲的传统端

砚雕刻。展现出传统和现代对照的《石

逢春》，已拿下了今年上海新锐首饰设计

大赛古法公益奖。

“临港是一座开放的未来之城，我们

希望临港的品质，也能够在这次展出的

作品中得以体现。”上海建桥学院校长朱

瑞庭表示，该校作为一所应用技术大学，

多年来致力于培养应用型的艺术设计类

专门人才。从2015年搬迁临港以来，学

校在教学中注重与临港地区的社会实践

相结合，与企业的需求相匹配，走出了一

条“产教城”融合的发展之路。学校希望

通过毕业展，展现青年永不枯竭的创新

创造力、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助力更多

毕业生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之路。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6月5日晚，上

海科技馆策划推出了“点亮好奇心 致敬科

学家”活动，带领观众开启一场夜晚的奇妙

旅程。

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

和“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于5月22日相

继离世。为缅怀、致敬两位人民的科学

家，本次活动特设“遇见@科学家——致

敬袁隆平院士、吴孟超院士”即时展览。

同时公益展播了《我是医生》和《袁隆平》

两部电影，生动展现了两位国之脊梁的科

学成就与高尚品格。

“我们选了袁院士拉小提琴，吴院士刚

走下手术台时笑呵呵的经典形象。”上海科

技馆展教中心副主任胡玺丹说，“我们在很

短的时间内策划了本次展览，并设置了场景

化的设计，希望与公众一起致敬科学家。”

近年来，我国在量子信息等前沿方向

上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当天的活动

上，科技馆特别策划科普剧《墨子遇见量

子》，用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讲述了墨子、

钱临照、潘建伟三位科学家智慧的碰撞以

及科学家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传承。

据胡玺丹介绍，活动还特别推出了年

轻人喜爱的密室挑战游戏。观众以团队合

作的形式，按照设定好的关卡，在指定时间

内合作完成任务。游戏环节形式多样，不

同的关卡设计让观众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深

入了解科学家的生平事迹，“牛顿”和“达尔

文”两位科学家“NPC（非玩家角色）”随机

亮相展区，与观众互动，更增加了游戏的真

实感。

记者了解到，6月至 8月期间，上海科

技馆还将举办两场科技之夜活动，提供独

特的“展览+活动+文创”夜间参观体验，让

观众感受别样科技馆之美。

各方护考

一年一度高考季来临

浦东交警进入“护考模式”
地铁优化运力护“两考”

公交为学子准备贴心保障

警方细数历年考生的“低级错误”

“浦东与她赋能十四五”浦东职业女性双月沙龙举办

中国“芯”与她们的“心”

“遇见”袁隆平院士、吴孟超院士

科技馆科技之夜向科学家致敬

上海建桥学院2021届
优秀毕业设计作品联展开展

浦东交警在考场周边维持交通秩序。（资料图） □浦东公安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