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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宣传文化发展基金旨在资助

公益性文化活动、促进公共文化交流、支持

公共文化创新、繁荣文艺创作。为贯彻落

实上海市、浦东新区关于文化建设的重大

决策部署，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广泛调

动社会力量参与浦东公共文化建设，特开

展项目资助工作。

一、资助重点内容
（一）围绕庆祝党的二十大召开等重大

主题，策划开展的公共文化项目

重点资助围绕庆祝中共二十大召开活

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重大

时间节点，策划开展的革命题材、历史题

材、现实题材和浦东题材文艺创作；同时资

助结合浦东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的群众性

活动、展示展演项目等，传承红色基因，打

造浦东红色文化品牌。

（二）立足彰显“红色文化、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围绕新区文化战略部署开展的

文化品牌项目

重点资助持续深入基层，在乡村、社区

开展的为百姓喜闻乐见、公众参与度高的

文化惠民品牌；

重点资助整合联动长三角区域文化资

源，开展的具有影响力、高品质的重大文化

品牌；

重点资助为拓展望江驿、浦东美术馆

等新型文化空间服务功能，提升文化内涵

开展的公共文化品牌；

重点资助对浦东历史文脉、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资源的深入挖掘和传承利用，打

造的本土文化品牌；

重点资助通过互联网、运用新媒体渠

道开展传播交流推广的公共文化项目，鼓

励探索创新艺术传播方式，促进公共文化

项目多渠道传输、多平台展示、多终端推

送，推动文化、旅游与科技融合发展。

（三）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文化项目

重点资助根据抗疫过程中的先进事迹

和感人故事改编的文艺作品，反映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传递抗疫正能量的文化项

目。

（四）社会力量兴办的博物馆、美术馆

等公共文化设施项目

重点资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社会力量

兴办的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综合考

虑开放面积、服务人数、举办活动影响力给

予相应补贴（具体申报要求参照《浦东新区

宣传文化发展基金资助社会力量兴办的博

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申报指南》）。

二、资助范围和对象
1.项目申报范围：2022年浦东新区宣

传文化发展基金主要用于资助以下7个方

面：公益性演出项目，重大品牌文化活动，

高雅艺术普及项目，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

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项目，特色文化服

务空间，原创文艺精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保护项目。各类别具体申报要求请登录

浦东新区宣传文化发展基金项目申报系统

（http://180.153.21.185:8082/）查询对应的

申报指南。

2.项目申报对象：①在浦东新区依法

注册登记或者实际经营地在浦东新区、财

务管理制度健全和信用良好的宣传文化类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②注册地和实际经

营地均不在浦东新区，但有助于浦东新区

宣传文化事业发展、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和

信用良好的宣传文化类企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③有助于浦东新区宣传文化事业发

展的个人。

3.项目时间范围：2022年至 2023年上

半年期间，开展并完成的相关项目。

三、项目申报流程
本年度浦东新区宣传文化发展基金采

取网上申报，并需现场提交纸质书面材料。

1.网上申报：

注册登录浦东新区宣传文化发展基金

项 目 申 报 系 统（http://180.153.21.185:
8082/），进行在线填报并提交相关材料。

2.项目申报时间：

网上递交申报材料：2022年 7月 5日

至2022年7月31日（7月31日17:00申报系

统关闭）。

网上补充申报材料（含大型项目预算评

审流程）：2022年8月1日至2022年8月15日
（8月15日17:00申报材料补充系统关闭）

3.项目材料审核：

基金管理办公室收到申请单位提交的

申报材料后，对于申报主体资质，以及申报

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项目内容的支持方

向、支持重点、意识形态等情况开展审核，

对不符合申报资质的单位或不符合申报要

求的项目将不予受理并退回申请。

对材料填写不完整的项目将退回并提

出修改意见，申报单位在申报材料补充完

善截止时间内做出实质性调整的可向基金

办申请重新审核。请申报者关注网络申报

平台，及时了解项目申报反馈信息。

大型项目预算审核：对于大型项目，基

金管理办公室将按政策进行分类预算评

审，项目总投入及申请资助金额以评审结

果为准。请相关申报单位认真填写申报材

料并做好评审准备。

4.提交书面材料：

完成网上申报，并在网络申报平台上

收到书面材料收取通知后，需在系统中打

印《项目申请表》,确认材料有水印后，签字

盖章连同其他相关书面材料报送基金办

（请自行保存系统生成的电子文本）

5.项目材料受理时间：

对于确认受理项目，请于 2022年 8月

25日、26日、29日（工作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4:00-17:00）递交材料并盖章确认，

具体材料递交方式及要求请关注网站通知

（项目申请以递交材料为准，逾期概不受

理）。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世纪大道2001号新区办公

中心2号楼303室
邮 编：200135
电子邮箱：pd_culturalfund@163.com
政策咨询：赵老师 28282160 严老

师 58788388*62303
网 站 申 报 技 术 咨 询 ：俞 老 师

13816220477

2022年度浦东新区宣传文化发展基金资助一般项目申报通知

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上海海滨污水

处理厂扩建工程及永久排放管工程

（调整）

2.建设单位名称：上海南汇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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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

区老港镇拱极东路5号北侧地块。

5.项目变动内容：为配合上海海

滨资源再利用中心建设，上海海滨污

水处理厂拟对尾水利用及排放方案

进行调整。临时期，永久排放管接纳

“中心”直流冷却水；尾水资源化利用

期，海滨厂的部分尾水作为“中心”直

流冷却水利用，剩余部分通过永久排

放管排放。本次调整实施后，上海海

滨污水处理厂永久排放管仅排放自

身尾水，尾水排放量逐步减至10万立

方米/天。

二、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

1.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2 年 6 月 28 日至 2022 年 7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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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sthj.sh.

gov.cn:8081/jsp/view/hjxxgk/jsx -

mhp_index.jsp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https://e2.sthj.sh.

gov.cn:8081/template/gzyjb.pdf

4.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纸质查阅点：浦东新区惠南镇沪南

公路9800号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系人：富文军；

邮寄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

镇南门路288号；

联系电话：13761965012；

电子邮箱：857797183@qq.com；

传真：021-20916768。

上海海滨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及永久排放管工程
（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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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名称：浦东新区海滨

资源再利用中心项目（调整）

2.建设单位名称：上海浦发热电

能源有限公司

3.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上海

建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地点：浦东新区海滨

污水处理厂东侧地块。东至老港郊

野公园造林带东侧以西约40m、西至

规划东海大道、北至规划中港河，南

至拱极东路北侧。

5.项目建设内容：垃圾日处理能

力3000吨，配套4台处理垃圾750吨/

日的焚烧炉，两台65MW中温次高压

纯凝式汽轮发电机组；年均总发电量

约4.8×108千瓦时，年均上网电量约

4.2×108千瓦时。

二、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

1.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2年6月28日至2022年7月5日止

2.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文的网络链接：上海企事业环境信息公

开 平 台 https://e2.sthj.sh.gov.cn: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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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sthj.sh.gov.cn:8081/

template/gzyjb.pdf

4.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纸质查阅点：浦东新区海滨污水处

理厂东侧地块项目现场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 系 人：高工

邮寄地址：浦东新区海滨污水处

理厂东侧地块项目现场

联系电话：021-68751110（工作

日8:30~16:30）

电子邮箱：gao_tina@163.com

传真：021-50593533

浦东新区海滨资源再利用中心项目（调整）
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意见征求的登报公示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 6月27日，

复星医药与安进宣布已就安进的两款创

新药物——欧泰乐和Parsabiv在中国境

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商业化授权许

可先后达成合作。此次合作将使安进借

助复星医药在中国的商业能力，以更快

的速度将这两款产品惠及中国的银屑病

和慢性肾病患者。

记者了解到，欧泰乐于 2021年 8月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

疗符合接受光疗或系统治疗指征的中度

至重度斑块状银屑病的成人患者。欧泰

乐是中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获批用

于斑块状银屑病治疗的口服磷酸二酯酶

4（PDE4）抑制剂。

Parsabiv用于治疗正接受血液透析

治疗的成年慢性肾脏病患者的继发性甲

状旁腺功能亢进。Parsabiv在中国正处

于产品上市申请中。

复星医药董事长吴以芳表示：“未

来，我们将与安进携手合作，发挥我们在

这些领域的布局优势，提升患者的用药

可及性，帮助他们尽早获益于这些创新

药物，控制疾病并改善生活质量。”

■本报记者 须双双

近日，上海银保监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分行、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

印发《关于做好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

知》，提出12条工作举措，要求辖内银行保险

机构结合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新市民

人口最多的超大城市之一的特点，将新市民

金融服务纳入发展战略，为新市民提供全生

命周期的“10+N”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努力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据了解，上海新市民主要指因本人创

业就业、子女上学、投靠子女等原因来上海

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

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进城务

工人员、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等，目前上海

约有一千万名新市民。

《通知》提出建立十大新市民金融产品

体系：一是做好新市民“贷”。鼓励各银行

保险机构根据新市民特点和信用状况，制

定新市民专属产品和服务方案。加大对小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信贷投放。做好新市

民无缝续贷增量扩面，加强信贷对创业就

业支持。

二是做好新市民“担”。鼓励发展创业

担保贷款、科创助力贷款等，加强“政银保

担企”合作。鼓励保险公司提供更优惠的

费率，为新市民提供担保增信。

三是做好新市民“租”。鼓励对保障性

租赁住房建设给予优惠利率政策。支持上

海市住房租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拓宽新

市民住房租赁渠道。鼓励保险机构开展出

租人责任保险、承租人责任保险，探索“保

险+服务”模式。

四是做好新市民“保”。鼓励扩大个人

医保账户余额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

面，研究扩大“沪惠保”覆盖面、丰富普惠型

保险产品供给的可行性。鼓励试点灵活就

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鼓励参与承接新就

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

提供新市民职业风险保障。

五是做好新市民“养”。加强对养老产

业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支持新市民在常

住地就地养老。支持试点保险机构聚焦新

产业、新业态和灵活就业人员，推广专属商

业养老保险产品。

六是做好新市民“财”。扎实推进辖内

养老理财等金融服务试点，规范发展养老

保险第三支柱。针对新市民家庭在储蓄存

款、投资理财、保险计划等方面的结构变化

和特色需求，提供具备稳健性、长期性、普

惠性特点的养老金融产品。

七是做好新市民“卡”。加快推行小微

企业和新市民简易开户服务，设置与客户

身份核实程度、账户风险等级相匹配的账

户功能。鼓励推出新市民专属银行卡，配

套专属权益和资费减免。

八是做好新市民“减”。鼓励最大程度

减免新市民开户、结算、担保等方面的费

用，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户费用给

予更多优惠。鼓励对民生服务领域优质个

体商户给予收单手续费优惠。严格落实对

个人账户服务减免政策要求。

九是做好新市民“信”。鼓励银行机构

主动加强与市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对

接，分类分批建立新市民数字金融信用档

案。稳妥发展数字化金融产品，根据新市

民不同群体提供更为灵活、实惠、便利的场

景化金融产品。积极拓展征信查询渠道，

提升新市民征信服务水平。

十是做好新市民“创”。鼓励银行保险

机构针对新市民创业就业中的金融需求，

建立监测、对接、服务机制，提供新市民

“创”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大力支持新市民

在上海创业就业。

《通知》还提出建立新市民无缝续贷机

制、新市民纾困融资机制、伙伴银行和伙伴

保险机制、金融服务激励约束机制四项工

作机制，更好推动上海新市民金融服务工

作落地见效。

上海银保监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引导辖内银行保险机构主动

担当作为，从提升金融服务的均等性、便

利性、普惠性出发，加大金融服务供给，优

化金融服务流程，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质

效。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在上海以及

其他一线城市和核心城市群，因为一站直

达少中转等特点，顺风车已经成为跨城通

勤人群的优质选择，具有高效、低成本、绿

色低碳等优势。

记者日前从哈啰旗下业务——哈啰

顺风车获悉，沪苏跨城通勤获准开放当

天，哈啰顺风车收到的上海到昆山双向

合乘需求接近 1000单，近期需求量还在

以 50%左右的幅度上涨；考虑到上海到

昆山的主力交通 11 号线地铁仍未恢复

花桥段运营，因此有很多用户第一次使

用哈啰顺风车，这些也给平台带来大约

10%新用户的注册增长。截至 6 月 27
日，哈啰顺风车沪昆跨城日均订单已恢

复至疫情前 65%。

苏州与上海之间有大量的跨省通勤

需求，两地出差商旅频繁，尤其是紧邻上

海的昆山，通勤更是频繁。“苏州发布”通

告称，从6月20日起有序开放在昆山有固

定住所或工作单位的人员沪昆通勤，通勤

人员须申领“沪昆通勤”电子凭证，经查验

后通行。

李先生是哈啰顺风车的车主注册用

户，上班在虹桥机场附近，因工作生活原

因，他将家安在昆山花桥，公司距离小区

25公里左右，日常开车通勤，车程约30分
钟，上下班会接一些顺路订单，用来分摊

油费，降低出行成本。李先生表示，上周

看到沪昆通行恢复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

申领了“沪昆通勤”电子凭证，同时打开哈

啰App，接了一笔顺风车预约订单，查验

乘客的“沪昆通勤”凭证的同时，也提醒对

方做好防疫措施。“乘客乘坐出租车从花

桥到虹桥机场附近需160元左右车费，而

顺风车由于和车主分摊油费共享出行的

原则，只需要一半左右的费用。”李先生表

示。

在疫情背景下顺风车还可以避免聚

集。据悉，早在 2020 年，上海市防疫相

关指引就建议同小区同商务楼民众可以

选择合乘上下班，也充分肯定了顺风出

行在特定背景下的价值。据悉，哈啰顺

风车近期在上海面向车主启动了免技术

服务费活动，帮助分担或疏解公共出行

压力。

复星医药携手安进
加速新药惠及中国患者

上海金融监管三部门联合出台12大举措

打造新市民金融服务“上海模式”

上海周边通勤有序开放

顺风车跨城需求快速增长

据新华社上海6月28日电（记者

周蕊）记者从上海人社部门获悉，上海将

一手促进重点企业用工，一手帮助求职者

提升能力，聚焦重点企业和重点群体，促

进市场就业活力尽快恢复。自6月28日
起，上海市、区两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

开展“重点企业用工保障集中行动”，一方

面，着力为各类重点企业提供多层次、全

方位、精细化的用工保障服务，另一方面，

促进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来沪务工人

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提升人岗匹配效率。

数字化是本次集中行动的重要特

点。28日起，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将依托

上海公共招聘新平台，为重点企业组织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用工保障线上招聘会。

同时，市、区两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

联合各类有招聘需求的重点企业，通过“上

海人社”官方抖音号、微信视频号等新媒体

平台推出10场“直播带岗”活动。直播活动

每周一场，将开设“高校毕业生专场”“就业

见习基地专场”等特色直播场次。

与此同时，为了提升求职者的能力和

人岗匹配度，6月30日起，上海市就业服务

专家志愿团的百名专家将为高校毕业生、

失业人员等各类重点群体提供“每人1小
时，公益接力100小时”在线咨询指导服务。

一手促用工、一手帮求职

上海为就业市场“加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