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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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第3号）

《撤销登记》公告

经调查，下列 14家社

会组织已两年(含连续两

年)以上不参加年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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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

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下

列 14 家社会组织作出撤

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特此公告。

2022年2月16日

被撤销登记的社会组织名单

1、上海浦东新区墨耘轩书院

登记证号：081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741632830D

2、上海浦东激扬斋红色收藏馆

登记证号：152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32216944X3

3、上海浦东金灵艺站文化服务中心

登记证号：152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322169423G

4、上海浦东新区海川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登记证号：026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7569986165

5、上海南汇芦潮港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登记证号：085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759870060C

6、上海市浦东成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登记证号：014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7345618788

7、上海浦东国际培训中心

登记证号：031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773744458W

8、上海南汇农业科技培训中心

登记证号：063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666071657R

9、上海浦东新区中西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登记证号：011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E78916037U

10、上海浦东新区耀华职业培训学校

登记证号：007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729473507D

11、上海市南汇区新闻学会

登记证号：911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101155011710514

12、上海市南汇区企事业单位治安保卫工作

协会

登记证号：916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101155011715371

13、东上海治安治理促进会

登记证号：003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10115501166578L

14、上海市浦东新区继续教育工程协会

登记证号：007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10115501167087D

本报讯（首席记者 符佳）本周末（2月
19、20日)，2022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春季考试

进入志愿填报环节。相比秋季高考，春考增

加了校测环节，这也是关系到最终录取结果

的重要一环。目前，本市25所招生高校已全

部公布各自的招生简章和自主测试实施方

案。如何填写志愿更合理？怎样准备校

测？考生和家长可在16日至18日关注上海

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组织的权威咨询活动，

及时了解春考志愿填报的相关政策。

2022年上海春考招生采用“统一文化

考试+院校自主测试”的招生模式。经市

教委审定，2022年上海春考志愿填报最低

成绩控制线为256分。考生统一文化考试

成绩总分(含政策性加分)须达到志愿填报

最低成绩控制线，其中应届高三考生还须

取得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

命科学、信息科技 7门科目高中学业水平

合格性考试的全部合格成绩，方有资格参

加春季招生志愿填报。

今年上海春考在招生计划和招生专业

的数量上实现双“扩容”：招生计划 2627
个，较去年增加101个；招生专业均为各校

特色专业或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比去年

新增了 17个“新面孔”，其中包括大数据、

人工智能、国际经济法等热门专业，也有不

少是各校首次参与春招的特色专业。

春考和秋考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各院校

自主进行的校测环节。多数高校采取的自

主测试将按照本校及专业特点自行确定，

考察的范围包括综合素养、语言能力、逻辑

思维等，考试形式可能有笔试、面试、技能

测试。上海海洋大学此次春招拿出了生物

科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两个专业大类，其中

包含了多个专业。该校招办主任王曜介

绍，校测将以面试交流的方式进行。届时，

多个考官同时考核一位考生，开展互动式

的问题表述交流，结合考生高中阶段综合

素质评价情况，主要考察考生的知识面、学

习能力、理解能力和专业发展潜能，特别是

对专业的认同度、与专业培养的契合度等。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规划想要填

报的院校及专业时，特别要注意设置男女

比例、身体条件等要求的招生专业，填报同

一所高校两个专业志愿的考生，若两个专

业自主测试方式及内容不同，就需要分别

参加两个专业的自主测试。

2月 16、17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

海教育报刊总社学生媒体发展中心《上海

中学生报高招周刊》联合25所春招试点院

校招办，举行“2022上海高招联播——春

招政策解读及志愿填报”大直播活动。届

时，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bilibili平台（简称B
站）直播间将有 9场讲座。上海市教育考

试院相关专家将对 2022年春考整体政策

情况进行解读，同时，春考招生的 25所试

点院校也将分组讲解各院校招生专业及校

测相关情况。2月 18日 9:00～15:00，上海

市教育考试院还将联合本市 25所招生高

校集中举行网上咨询，解答考生和家长的

提问。考生可登录上海招考热线（www.
shmeea.edu.cn）网站或东方网（www.east⁃
day.com）进行咨询。

2月22日各试点院校公布本校自主测

试资格线及测试安排，3月5、6日开展院校

自主测试，总分为 150分。每位考生最多

可以拿到2个学校的校测资格。校测结束

后，根据校测成绩，加上三门统一文化测试

的成绩，各校于 3月 9日-15日，公示预录

取名单和候补资格考生名单。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在疫情常态

化防控的特殊时期，海外演出节目进不

来，演出排期不确定，本土剧院如何破困

局？昨天，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春华秋

实”2021/22春季演出季发布，49台 73场

豪华演出阵容集中亮相。

从去年秋季开始，东艺进一步优化

整合中国本土行业资源，将全年演出季

变更为半年一发布。以新版京剧《大唐

贵妃》为始，春季演出季将围绕“春之

声”“风之骨”“绚舞台”“正流行”四大

板块，涵盖古典、戏剧、戏曲、舞蹈、跨界

等各类节目，延续东艺多元化、年轻化、

品牌化风格，以国风跨界演出等丰富形

式，开启 2021/22 演出季后半程的精

彩。

锣鼓铿锵，大戏开场，京剧表演艺术

家李军、昆曲表演艺术家单雯、施夏明现

场分享艺术心得，开启春节演出季“风之

骨”板块的内容发布。从梅派表演艺术

家史依弘领衔的上海京剧院新版《大唐

贵妃》，到“梅花奖”得主吴素英搭档“二

度梅”吴凤花带来的绍兴小百花越剧团

《狸猫换太子》《三看御妹》，以及昆曲

《1699桃花扇》……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将在“名家名剧月”中各显风采，越剧、黄

梅戏、滑稽戏和评弹艺术都将竞相绽

放。此外，“中阮大师”冯满天、“宝藏国

乐大师”方锦龙、人气国风音乐人龚琳娜

等名家，都将展现国风跨界演出的魅力，

引领中国音乐新方向。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昨天，老港

镇与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城

投老港基地管理有限公司、中交公路规

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农商行临港新

片区支行和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 5
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推动老港经济社

会跨越式发展。

位于空港和临港之间的老港，正面

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张江——临港

双区联动让老港融入“南北科技创新走

廊”，中部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为老港发

展都市现代农业提供支撑，中国探空火

箭始发地的文化底蕴让老港拥有发展航

天文化的独特优势……老港镇党委书记

江臻宇表示，此次签约是老港打造“航天

始发地”“碳中和试验高地”“生物医药智

造基地”“生态农业创新示范区”“中国雪

菜之乡”五张名片的重要进展和实质性

举措，将进一步夯实老港经济发展基础，

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据悉，签约合作后，老港将携手上海

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具有世界竞争

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双方将发挥各

自优势，共同打造老港高端化学药原料

基地。

而老港与上海城投老港基地管理有

限公司则将目光瞄准了“碳中和”，双方

将共同推进“碳中和”产业创新策源地和

集群地的建设。双方将强化老港工业区

与老港基地发展联动，与老港环保科创

中心技术转化、孵化工作形成互补，加速

先进技术落地，提升老港以及浦东新区

“双碳”品牌影响力、辐射力，打造“双碳”

技术创新转化应用样板。

上海农商银行临港新片区支行将为

老港镇内的中小企业金融业务提供优质

高效服务；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将为老港镇提升城乡规划布局提供强力

支撑；上海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将为老港

镇文化旅游产业纵深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江臻宇表示，未来五年，老港将通过深

挖资源、招商引资、项目拉动、品牌创新等

策略，不断加强招商、安商、稳商、育商力

度，以完善的招商机制、优质的企业服务、

良好的发展环境打造投资者的理想热土。

2022上海春季高考本周末填报志愿
今天起3天有多场直播和网上咨询

东艺新一季“春华秋实”演出季发布
49台73场演出力推国风跨界

五家企业加盟 老港虎年强势开局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天，金杨街道

“2022年我的社区我的家”益起来为环卫

工人送温暖活动走进了栖山路1370号，以

“送服务、送文化、送爱心”的“三送”形式，

让环卫工人感受到来自社区的温度。

上午 9:40，返回栖山路 1370号休息站

的环卫工人在舞蹈老师的带领下学起了广

场舞。休息站一侧，还有专人负责量血压、

测骨密度等。“好热闹，也非常开心。”环卫

工人朱小九说，“街道很关心我们，节日里

也常来看我们。”

环卫工人章小华已经工作20余年，今

年过年他没有回家，在公司的安排下，大家

一起过了团圆年。街道还送上了干汤圆方

便大家带回家。“可以回去和家里人一起

吃，很感动。”章小华说。

“往年我们现场煮汤圆和大家一起吃，

气氛也很好。今年我们想让家属们也感受

到温暖，于是准备了干汤圆。”金杨社会组

织服务中心主任杨彬介绍。

益起来为环卫工人送温暖项目从

2015年至今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金杨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金杨社区公益基金会每

年都会对遍布金杨大街小巷的 50个爱心

温暖站进行梳理升级，为每个爱心温暖站

点配备装有防暑降温和急救药品小药箱，

为大家提供一个休憩场所。

“环卫工人风里来雨里去、早出晚归很

辛苦，日以继夜用勤劳的双手，细心雕琢社

区形象的文明细节。我们通过冬送温暖、夏

送清凉，开展节日慰问活动，提供便民、义诊

等服务，就是为了让辛勤忙于一线工作的环

卫工人们感受来自社区大家庭的关心和关

爱。”金杨新村街道社区自治办主任王娟说。

金杨“益起来”为环卫工人送温暖

将亮相新演出季的艺术家分享表演心得。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实习生 施纪骄阳 本报记者 张诗欢

元宵汤圆什么样的口味才正宗？昨天，

记者走访金桥的一家汤团店，大排长龙的回

头客们用手中的大袋小袋给出答案。

88岁的杨奶奶坐在店内的长椅上，乐

呵呵地注视着眼前的长队。她是店里的老

熟客，早已和店员有了默契，静候汤团打

包。最喜欢什么口味，杨奶奶毫不迟疑：

“肯定买荠菜肉汤团，我一次能吃3个 .”
54岁的店长张翀告诉记者，荠菜肉汤

团的味道传承自母亲的手艺，他曾跑遍上

海寻找那份记忆里的味道。

还原味道，严格的选材是重要一环。

张翀将根茎粗韧的荠菜与少许青菜混合，

放在剁好的上好五花肉馅儿里，煮后尽显

绵软与清新的味道，中和上猪油的荤香微

咸。张翀回忆，儿时吃的老浦东肉汤团里，

都是青菜与荠菜居多，母亲把来之不易的

猪肉，细细地剁好混进菜馅儿中，一点点捻

入汤团皮中，小小的汤团一口下去，肉汤四

溢，满嘴飘香。

能常年留住老主顾，正是因为这里的

汤团“就是那个味”。在汤团店里，有一群

本地奶奶，用熟悉的指法与配方，还原出温

暖的旧味道。

店员胡奶奶与潘奶奶相邻而坐，平均

30秒钟就能包好一个。咸香的荠菜肉馅

儿被娴熟的指法捻进雪白的汤团皮中，从

皮到馅的细细拿捏，汇聚成记忆里浦东老

汤团的悠久味道。今年元宵旺季，她们和

其他奶奶日均包 1万只汤团，让“老味道”

丰富浦东百姓的元宵。

现在，老汤团的“接力棒”已经从“老

张”传递到90后的儿子“小张”手中。“当年

的宁波汤圆多用水加糯米粉混合，但上海

老汤团更多选用白粥与糯米粉结合。我们

每天早起要熬七八锅粥，只有这样，汤团皮

的口感更软糯香甜，更有韧劲。”小张对汤

团的门道摸得清楚，张翀眼中也尽是欣慰。

实际上，汤团店除了老主顾，还有很多

年轻食客，比例接近五五开，而秘笈就藏在

老汤团的新吃法里。张翀介绍，除了经典黑

芝麻汤团，最受年轻食客喜爱的是枣泥汤

团。店里在红枣碎丁中特地加入松仁，软糯

的口感里增加了些许香脆的咀嚼。

坐落在佳林路 118号的这家汤团店，

一边用老味道留住食客，一边打开思路守

正创新，将一个地方的味道、一代人的记忆

留在小店里。

“老味道”丰富浦东百姓的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