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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轻信小广告掉陷阱 黑旅行社应予取缔
去年 11 月中旬，魏女士通过小广

告得知上海某旅行社香港四日游 1260
元价格相对优惠，通过电话了解后决定

报名参加。

11月24日行程第一天下午，在进入

香港海洋公园门前，旅行社导游突然要求

消费者签订一份购物合同，要求每个消费

者购物2000-3000元的商品，魏女士以当

初签订的合同没有该条款为由，不同意签

署，导游便阻止魏女士进入海洋公园游

玩，并说魏女士不是他们的团员要求她自

行离团。魏女士无奈之下报警，警察介入

以后，魏女士才得以回归团队。回团后，

导游再以晚上没有床位等理由刁难魏女

士，又在11月25日擅自更改行程，全天共

进入5个购物点，强迫消费者购物，魏女士

气愤之余只能自行返回上海。

根据《旅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

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

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

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

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

行付费旅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

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

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发生违反前

两款规定情形的，旅游者有权在旅游

行程结束后三十日内，要求旅行社为

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

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本

案中的导游在魏女士拒绝签订购物协

议后阻止其继续按行程游玩，又擅自

安排购物点强制消费，其做法不仅违

反《旅游法》相关规定，还侵害了消费

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消费

者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和《旅游法》主张

自身权利。

消保委在与魏女士的沟通中发

现，该旅行社是以某知名旅行社的名

义派发广告宣传单招揽客人，再以提

供上门签合同的便利掩盖其假冒的事

实，具备欺诈的主观故意，且该旅行社

并不具备合法营业资格，不仅消费者

权益无法保障，更严重扰乱了旅游市

场秩序。

消保委建议广大消费者在选择旅

行团的时候要谨慎对待，一定要到有

资质的旅行社门店了解情况后再报

名，切因莫贪图便宜轻信非法广告的

虚假介绍，在签订合同前也应仔细阅

读合同内容。一旦旅途过程中发生纠

纷，可以采取拍照或录音录像等办法

做好证据保存再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同时，消保委建议有关职能部门应尽

快查处该涉事黑旅行社，依法对其进

行取缔，为消费者营造安全放心的旅

游消费环境。

项目名称：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新型制剂产业战略升级项目。

工程概况：本项目拟对现有浦东生

产基地进行改扩建，新增建筑面积约5.6
万平方米，改扩建建筑面积约5835平方

米。项目建成后，年产口服固体制剂49
亿片/粒/袋/瓶。本项目拟通过“以新带

老”，进一步加强全厂的废气收集及治

理；废水依托现有污水处理站；固废暂

存场所依托现有。

环评初步结论：本项目拟采取的污

染防治措施可行，在采取相应措施后，

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等环

境影响均能满足环保要求。在充分落

实项目设计和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

措施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

项目建设可行。

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黄总，13361826365。
环评单位：上海环境节能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陈工，65090068-8017。
项目更多信息详见上海环境热线

网站环评公示栏（http://www.envir.cn/
docs/2018/20180104998.htm）。

本报讯（记者 张琪）新年伴随着降

温而来，上海正式进入“三九四九冰上

走”的严冬模式。从本月开始，浦东疾控

中心将在每月月初发布当月的健康风险

提示，帮助市民朋友提前做好预防工

作。新区疾控中心首次发布健康风险提

示，涉及禽流感、腹泻、感冒、水痘和煤气

中毒。

据悉，2017 年上海市共报告 H7N9
病例4例，其中上半年3例，11月1例。新

区疾控中心表示，人感染H7N9禽流感流

行季节为冬春季，市民在购买活禽时需

警惕人感染H7N9禽流感或其他亚型禽

流感的发生。其中老人、患有慢性肺部

疾病、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性疾病和体

质比较差的人是易感染的重点人群。

记者了解到，新区腹泻病例病原学

监测结果显示，近期由细菌引起的腹泻

比例逐渐下降，病毒引起的腹泻比例显

著上升，其中最多的是诺如病毒，其次为

轮状病毒和星状病毒。有关专家提醒，

冬春季是病毒性腹泻的高发季节，特别

是学校、幼托机构、老年护理院等集体单

位，需警惕病毒性腹泻病的传播。

近期气温骤降，流感进入冬季流行

季节。新区呼吸道综合监测结果显示，

上月以来流感样病例和聚集性疫情呈上

升趋势。记者在各家医院急诊了解到，

由感冒引发的急病增加，不仅仅是患有

慢性病的老年人，还有处于亚健康状况

的青壮年，以及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善

的婴幼儿，市民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

此外，冬春季节是水痘的高发期，极

易在托幼机构和学校等集体场所传播。

疾控专家提醒，今年春节较往年延后，幼

托机构和学校放寒假较往年稍晚，结合

历年和近期新区水痘疫情特点，预计1月

份水痘发病率仍较高，需警惕聚集性疫

情发生。

针对最近的低温，疾控中心特别提

醒，关闭门窗取暖或使用热水器不当易

发生一氧化碳中毒。除了常规的密闭浴

室、厨房安装燃气热水器的居民家，火锅

店、烧烤店等使用炭火的商家，也要注意

安全隐患。

本报讯（通讯员 顾敏）1月 10日，一

名年轻男子在周浦医院急诊化验窗口前

排队等候抽血的时候，一下子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医护人员就地抢救，经会诊后

考虑心梗可能，转入 ICU病房。

病人庄先生今年 32 岁，平时身体不

错，这几天天气冷，有点感冒的庄先生和

朋友一起喝了点酒。前一天，他感到胸骨

下端疼痛不适，在家人的催促下才到医院

就诊。

在 ICU 病房，庄先生又多次发生室

颤，医生进行胸外按压、除颤，反反复复十

多次，庄先生的情况终于趋于稳定。

1月 11日上午，庄先生转入心内科病

房，诊断为：心源性休克、爆发性心肌炎、

急性心肌梗死、肾功能不全、急性支气管

炎。

周浦医院急诊重症医学部副主任邱

泽亮介绍，庄先生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主

要原因是感冒期间喝酒。“感冒看起来是

小病，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尤其不能在感

冒期间大量饮酒。”他提醒市民，最近天气

寒冷容易着凉感冒，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

保暖。

本报讯（记者 黄静）1 月 10 日，区

妇联、区农委、区女带头人协会在芳原菇

业举行帼农嘉年华之菌菇季暨帼农嘉年

华总结会。

据介绍，2017 年区女带头人协会承

接“帼农”品牌项目的延续项目，促进职

业女性城乡互动，扩大帼农品牌效应和

协会的社会影响力。帼农嘉年华举办了

一系列活动，让广大社区妇女、职业女性

走进农村，引导广大女性共同参与环境

保护、关注农业生产，引领健康生活。

当天，帼农休闲游线路同步发布。

帼农休闲游是以浦东特色的生态农场资

源为基础，集生态农业、乡村体验、科普

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旅游方式。此次帼

农休闲游共有 17家基地参与，包括桂峰

台农种植园、大团桃园、红刚青扁豆农

场、清美、芳原菇业、书院人家、农夫果园

等。

总结会上，帼农休闲游基地之一的

芳原菇业举行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时

代”主题圆桌论坛，就帼农嘉年华项目、

帼农休闲游及时下关注度较高的现代

农业展开了讨论。与会者还走进菌类

种植基地游览参观，感受现代农业的魅

力。

据悉，帼农休闲游将通过寓教于乐

的实践体验活动，让市民既能了解农业

的生产方式，同时又能促进农业科普、农

业文化传承，促进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助推浦东现代农业生态休闲功能的

开发，扩大帼农品牌效应和协会的社会

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受强冷空气影

响，上海郊区近几天出现低温天气。连日

来，区农委指导相关部门落实防冻保暖措

施，确保蔬菜供应、生产安全。

为应对低温少光照天气，确保冬季蔬

菜正常生产与供应，区农业技术人员为菜

农们支招，做好秧苗、大棚茄果类及绿叶菜

等作物的防寒保暖工作。技术人员要求对

茄果瓜类等幼苗须采取多层覆盖，确保不

受冻害；露地蔬菜（尤其是叶菜类）应加强

以防冻为主的田间管理；加强田间管理，做

好除草、施肥、浇水、通风等日常管理工作；

对可上市和易受冻蔬菜，适当提前抢收上

市或入库贮存，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保障收

益；关注气象消息，掌握灾情动态。

目前浦东田间蔬菜可上市的主要品种

有青菜、菠菜、芹菜、萝卜、豆苗、花菜、塌菜

等，品种丰富，货源充足。

浦东疾控中心首次发布风险提示
冬春季节需留意禽流感腹泻感冒

年轻男子感冒喝酒险丧命

做大帼农品牌 开通休闲游线路

妇女代表走进菌类种植基地参观。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浦东农委落实蔬菜保暖措施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吴帅）随

着寒潮来临，上海能源供应进入高峰，尤其

是液化天然气。为了保障正常供应，检验

检疫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服务进口液化天

然气快速通关。

据介绍，面对大量的进口液化天然气

报检，浦东检验检疫局开启绿色通道，为企

业提供检验一站式服务。与此同时，加强

实验室建设提高检测水平，增强检验监管

效能，承诺做到四个“第一”：第一时间登轮

取样、进行数重量鉴定，第一时间委托送

检，第一时间分析检测，第一时间出具证

书，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

2017年，上海口岸进口液化天然气共计

51批次，重量293.51万吨，总货值近9.4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加18.6%、8.7%和8.6%。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陈志

强）近日，一群浦东作家、评论家及文学爱

好者集聚一堂，以文学沙龙的形式，研讨浦

东作家倪辉祥的长篇小说《隐私》。

倪辉祥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

作家协会会员、浦东新区作家协会顾问。

多年来他潜心创作，已发表小说、散文、报

告文学等作品400余万字，先后出版了《恋

情密码》《苦恋无果》《桑梓恋歌》《钱途》等

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16部。

沙龙上，倪辉祥讲述了《隐私》的创作

历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宗廷沼，上海作

家协会会员姚海洪、丁秀娟等围绕小说内

容分享了各自的读后感。宗廷沼表示，该

小说具有浓郁的浦东乡土“味道”，读来如

同品味脍炙人口的浦东老八样，品味醇香

的美酒。

文学评论家今音说：“以自发举办文学

沙龙的形式开展研讨会，参加者事先都认

真阅读了作品，撰写了评论文章，在会上能

有的放矢，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研讨

分析，有利于文学创作艺术的提升。”

本报讯（记者 章磊）止血、包扎、固

定……近日，高东镇武装部组织民兵分队

开展了 2018 年度的首次训练，邀请了驻

地部队军医传授战场救护基本知识。

高东镇武装部武装干事吴豪介绍，本

次参与训练的民兵分队由20人组成，其中

有5名女兵。

培训现场，部队军医借助PPT，向民兵

们详细讲解了自救互救的方法及通气、止

血、包扎、固定、搬运等战伤救护的基本技

术。之后，民兵们两两分组，进行了止血、

包扎等实际操作。

参与培训的民兵说，通过一上午的理

论学习和救护操作，参训人员了解和掌握

了自救互救与战伤救护的基本技术，为以

后执行各项任务打下良好基础。

在新年第一次训练后，高东镇武装部

还将在春节后对民兵分队进行集中训练，

包括队列、军事基础、打靶等。此外，民兵

分队还将依靠“民兵之家”这一平台，按照

每月一至两次的频率，定期开展各种学习

活动。

检验检疫部门保障液化气进口

浦东作协举办文学创作沙龙

高东民兵分队开展新年首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