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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受上海周浦新城镇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开

展周达路（周祝公路—周邓公路）新建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为城市次干路，设计速度40km/
h，布置为四快两慢，道路红线宽度为

32m，车行道宽度为15m，设置跨六灶港和

七灶港桥 2座桥梁，路线全长约 1.4km。

根据初步分析，在充分落实各项环境保护

对策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可行。

本项目相关信息可在“上海环境热

线”（www.envir.gov.cn）查询。建设单位

电 话 ：20782085，环 评 单 位 电 话 ：

58856638。

中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受上海浦东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委托

开展华东路(上川路—A30公路)新建工

程的的环境影响评价。

工程全长约 3137m，新建桥梁 5座，

道路规划红线宽度 50m，道路等级为城

市主干道。根据初步分析，在充分落实

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前提下，项目

建设可行。

公众可登录“上海环境热线”网站查

询相关信息。建设单位电话：58969000；
环评机构电话：58856638。

中海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受上海沪申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委托开展上海市沿江通道越江隧道工程

（浦西牡丹江路—浦东外环线）浦东风塔

新建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

本工程为上海市沿江通道越江隧道

配套工程，位于高桥镇，用地面积约

6362m2，工程内容包括浦东风塔及越江

隧道设备用房。根据初步分析，在充分

落实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前提下，

项目建设可行。

相关信息可在“上海环境热线”网站

查询。建设单位电话：31106590，环评单

位电话：58856638。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浦东新区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是浦

东新区团委委托中致社区服务社招募和

管理，主要从事重点青少年服务管理工作

的专业队伍。自 2003年成立至今，社工

团队已经深深扎根于基层，日益成为维护

青少年权益、提升青少年素质的重要力

量。为进一步增强浦东新区青少年事务

社工队伍力量，提高队伍服务管理能力，

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现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22名。

一、招聘岗位

1、岗位名称：社区青少年事务社工

2、岗位职责：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开

展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维护青

少年群体权益；整合利用社区各方资源设

计开发有创新性的青少年素质拓展和能

力提升项目。

3、工作地点：浦东新区各街道、镇团

（工）委

二、招聘对象和条件

1、拥有上海市户籍，40 周岁及以下

（1975年 9月 1日（含）以后出生），具有本

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较强的政治思想素质，坚决拥

护党的领导，能够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

3、身体健康，热爱青少年事业，具有

较强的适应能力；

4、同等条件下，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

景和2年以上工作经历的优先考虑。

三、招聘办法

1、网上报名：报名时间为2015年9月
21日上午9:00至10月8日下午17:00，报名

网址：http://sunyah.com/qsnsgbm。考生登

录报名网址填写报名表，报考人员可根据自

身情况和拟报考职位的资格条件选报岗位，

并选择是否愿意服从调剂（具体岗位信息见

报名网站附件），报名成功后打印报名表。

2、笔试：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将委

托专业机构统一组织笔试，笔试内容为相

关岗位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时事政治

及人文知识等，笔试时间为10月中旬，报

考人员可于 10 月 12 日起登录报名网站

http://sunyah.com/qsnsgbm查询具体笔试

时间、地点，并打印准考证，报考人员可于

笔试后一周登录报名网站查询笔试成绩。

3、面试：根据各岗位报考人员的笔试

成绩由高到低按1:3比例确定进入面试人员

名单；本岗位参加面试人数不足1：3时，将根

据调剂意愿先后及笔试分数高低排序递补。

4、综合考察：根据笔试（占 40%）、面

试（占 60%）确定总成绩。确定拟录用人

员，安排体检、进行政审。

5、录用：经综合考察合格人员，由上

海中致社区服务社与其签订劳动合同，确

定工作岗位，开展岗前培训。

四、聘用待遇及其他事宜

经考试、体检、学历鉴定、政审合格及

公示无异议的人员，采用派遣方式签订一

年劳动合同。签约录用后，第一年月平均

收入（税前）约为4000元。合同期内按照

上海市有关标准，统一缴纳五险一金。一

年期满后，由各相关单位根据实际工作表

现，确定是否续签劳动合同。

报名咨询电话：58603823，网上报名

技术支持电话：58383861。
为确保本次招募工作真实有效，提供

监 督 电 话 ：68541292，电 子 邮 箱 ：pdt⁃
wqsb@126.com，接受群众监督。

本次招聘工作由上海东浦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承办。

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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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设 备 机 电 学 Safety equip⁃
ment electro-mechanics

安 全 设 备 卫 生 学 Safety equip⁃
ment hygienic

安全设备学 Safety guard science
安全设计 Safety design
安全社会工程 Safety social engi⁃

neering work
安全社会学 Safety sociology
安全审核员 Safety auditor
安全生产 Safety production
安全生理学 Safety physiology

安全生育 Safety fertility
安全史 Safety history
安全事故 Safe accidents
安全事故罪 Crime of safety acci⁃

dent
安全试验 Safety experiment

安全必备英语词汇（七）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最近，高东镇出台了《高东镇行政村、

居民区综合考核工作方案（试行）》，取消了

行政村招商考核指标。自此，高东镇对下

属行政村的考核“指挥棒”转向了党建、社

会管理、公共服务和村民自治等领域。

高东镇取消村级招商职能不等于村级

经济不发展了，也不等于村级集体资产不

要有效管理和保值增值了。

一些村干部有这样的疑虑，村级可用

财力下降怎么办？村干部的收入又会不会

下降？对此，高东镇从强化保障机制和优

化考核方案两方面入手确保“两个不降”，

村级组织运行费用由镇级财力兜底保障，

并随着村级组织运行和管理成本的提高逐

年递增，确保村级可用财力不降低。

以往，村干部收入同经济增长和岗位

考核挂钩。村级招商职能取消后，依照《高

东镇行政村、居民区综合考核工作方案（试

行）》，村干部2015年报酬基数按照2014年

报酬的平均水平核定，确保村干部收入在

与招商奖励脱钩后不降低。

高东镇不断优化考核指标，引导村干

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党建、公共服务、社会

管理、村民自治等领域，在目标上争取两个

“提升”，一是进一步“去芜存菁”，提升村级

经济的能级和管理运营水平；二是进一步

“重心下沉”，提升村级组织落实党建责任、

创新社会治理、强化社区管理、优化公共服

务的能力。

上海行政村招商引资（办企业）兴起于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伴随乡镇经济发

展大潮所诞生的历史产物。高东镇党委书

记莫贞慧说，村级招商引资办企有一个演

变的过程，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到了今天这

个阶段，反而渐渐生出不少乱象，适时探索

取消村级招商职能是必然之举。

其实早在10年前，高东镇已有意识地

在对村的考核中弱化经济指标。2005 年

开始，高东镇不断下调经济指标考核比重，

而且不考核经济体量，只考核“可支配财

力”。近年来，更是逐步降低招商效益奖励

在村干部报酬中的比例。村支书的招商效

益奖励由 2010年的按村可支配财力的 2%
结算，调低至 2014 年的按 1.5%结算，到

2015年则全部取消，逐渐形成了鲜明的考

核导向。

村级组织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

能、弱化招商职能，这是一个发展趋势，但

保证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也非常重要，高东

镇正在对此进行探索。比如，切实执行征

地留用地制度，为失地农民建造不动产来

运作集体资产；镇级层面搭建投资运营平

台，为村社区经济合作社提供社区商铺、标

准厂房、商务楼宇等不动产投资服务便利；

由镇级平台整合各村集体资金，集中参与

开发园区、工业园区不动产建设等，开展多

元化尝试，坚持“输血”和“造血”两条腿走

路，寻找适合村级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9月 18日，“绿行社区·创意生活”暨

2015 年东明路街道全国科普日活动开

幕，本次活动由浦东新区绿化委及浦东

新区科委联合举办。

记者了解到，活动面向普通社区居

民，依托社区创新屋，通过专业老师的

系列培训指导，让居民通过创意的设

计、改装、绘制等方式，将手边废弃的奶

粉罐、洗衣液瓶、可乐瓶、废旧轮胎等废

弃物品改制为充满灵气的艺术作品和

花器，搭配适合的花卉种类，用以点缀

居民的家居环境。其中，废旧轮胎等大

型创意容器甚至可以成为社区绿化的

一大景观。

本次活动将持续一个月的时间。部

分居民制作的优秀作品还将与国内外艺

术大师的作品一同登录陆家嘴户外艺术

节，体现艺术源于生活的理念。

本次活动也是东明路街道今年创建

上海市园林街镇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今

年的创建活动中，除了对社区内的部分

道路进行提升改造，东明路街道还将着

重改善小区绿化环境，创建林荫片区，构

建屋顶绿化、围墙绿化等多种绿化形式，

让社区居民出门就能感受到绿树环绕、

四季变化的绿化景观。此次活动还将

“万众创新拥抱智慧生活”的科普理念融

入到百姓生活中，激发普通居民自身创

意，让居民在力所能及的创作中体验“我

动手、我创造、我快乐”的创意绿化活动，

感受成为“绿色社区创客”的乐趣。

■浦东新区基层党建示范点报道组
钱晨祎

2012 年，上南中学党总支作为“廉

洁文化进校园”的试点单位，将廉洁文

化建设作为打造校园文化品牌、实现育

人目标的有效途径。校领导在教育系

统党风廉政建设大会上作发言，举办了

全校性《承诺书》签约仪式；推进“廉洁

文化进校园”，深化“四横四纵”工作模

式。

廉洁文化建设是师德师风建设的重

要途径。上南中学依照“四横四纵”的工

作模式，突出四个加强和四个注重，实现

全覆盖和时效性。每年举办师生《廉洁

承诺书》签约仪式，组织主题活动，使廉

洁文化建设成为上南校园文化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廉洁文化进校园活

动，他们明确了坚持反腐倡廉，弘扬廉洁

文化的主题；注重了廉洁教育与日常工

作相结合，创新形式与注重实效相结

合。落实了全方位推进、全过程渗透、全

员参与的原则；突出了领导班子廉洁从

政教育、党员教师廉洁从教教育、全体职

工廉洁从业教育、全体学生廉洁修身教

育；开展了“五个一”系列活动，形成创建

工作的长效机制。

学校还利用语文、政治、历史、地理

等课程资源对全校学生进行有关廉洁文

化教育与渗透，利用教工大会组织学习、

自觉遵守教育行风的“六项禁令”和师德

“三不准”等规定，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

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充分展示人

民教师的职业操守和规范水平。通过

“廉洁文化进校园”工作，使广大教师做

到师德高尚、廉洁自律、爱岗敬业、乐于

奉献，打造一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

资队伍，使廉洁文化建设成为上南校园

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日前，由团区委指导，上海浦东软件园

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首届“浦软乐活好声

音”决赛举行。来自SAP中国研究院、美满

电子、TCL、沪江网、拍拍贷等20位 IT青年

登上决赛舞台，为幸福、快乐发声。

该比赛通过“上海浦东软件园”微信公

众号报名，一经推出就获得热烈反响，主办

方从数百名选手中海选出 40名选手进入

复赛，其中18名选手通过线下复赛打分、2
名选手通过微信人气复活共同进入最终的

巅峰决战。

决赛现场，选手们的精彩表现和评委

们的专业点评完美诠释了“以声音致敬年

代，用声音传递精彩”的好声音精神。主办

方表示：举办首届“浦软乐活好声音”活动，

目的在于进一步丰富浦软园区青年的业余

生活，给大家提供一个挥洒青春、展现自

我、增进交流的舞台。

高东全面取消村级招商职能

侧重公共服务 探索转型之路

首届浦软乐活好声音举行

东明路打造创意绿化社区

廉洁文化进校园
——记上南中学党支部

志愿者向居民展示如何用废弃物制作生活用具。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