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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公布 2018 学年幼招细则
本区户籍儿童满足条件可就近报名
本报讯 （记者 吴燕）4 月 13 日，
《2018
学年浦东新区幼儿园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和相关地段安排表公布。新区各幼儿园的
新生报名工作将于 5 月 12、13、19、20 日进
行。今年依然遵循“相对就近、免试入园”
的原则，并明确，
部分入园矛盾特别突出的
地区，试行按照适龄儿童户籍迁入时间先
后排序，超额部分作统筹安排。
根据《细则》，今年幼儿园的招生对象
为：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期
间出生，年满 3 周岁，身体健康（无慢性传
染病）、智力正常、可正常参加集体活动、并
符合相关条件的适龄儿童。

《细则》将相关条件分为 8 类，其中本
区户籍儿童满足如下条件之一的，可到就
近幼儿园报名。
第一类户籍与房产一致，按本区常住
户籍对口入园的适龄儿童：须持有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办理的招生区域内户籍和相对
应的住宅类房产证。户主须是父母、祖父
母或外祖父母，并共同或单独拥有全部产
权。儿童本人是户主的，需提供儿童本人
或父母为产权人的房产证，并共同或单独
拥有全部产权。一套住房原则上 3 年内只
安排一名适龄儿童入园，符合政策的二孩
除外。部分入园矛盾特别突出的地区，试

行按照适龄儿童户籍迁入时间先后排序，
超额部分作统筹安排。
第二类本区户籍，因人户分离需按房
产证地址就近入园的适龄儿童：须持有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办理的户籍和招生区
域内住宅类房产证。房屋产权人须是父母
或儿童本人，并共同或单独拥有全部产
权。须待区域内户籍与房产一致的儿童安
排后，
视幼儿园招生情况，
按房产证地址就
近安排入园。一套住房原则上 3 年内只安
排一名适龄儿童入园，符合政策的二孩除
外。本市户籍持有招生区域内经适房或廉
租房证明的适龄儿童参照办理。

针对有智力、
听力等障碍，
持有本区户籍
的特殊儿童，
《细则》明确，
可到爱心幼儿园或
上南三村幼儿园、
童心幼儿园特教班报名。
对于非本区户籍以及非本市户籍的适
龄入园儿童，
《细则》也作了相应规定，
新区
教育局将对符合入园条件的儿童分别进行
统筹安排。
根据招生工作时间表，各幼儿园将于
5 月 4 日至 5 月 11 日公布招生信息并发布
招生通告，新生报名工作将于 5 月 12、13、
19、20 日进行，6 月 8 日前完成新生录取分
班工作，6 月 11 日至 6 月 29 日完成新生学
籍登录工作。

《细则》还强调，
幼儿园招生时，
严禁任
何形式的考试或测试，严禁收取或变相收
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严禁招收不符合
入园条件的幼儿。一经查实有违规行为，
将追究幼儿园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的责
任。浦东新区教育局下属的四个教育署，
还分别发布了 2018 学年浦东新区幼儿园
招生工作咨询监督电话。
《2018 学年浦东新区幼儿园招生工作
实施细则》
《2018 学年浦东新区幼儿园招
生地段公示》
《2018 学年浦东新区幼儿园
招生工作监督电话》等信息，
可查询浦东新
区教育门户网站及浦东学前教育网站。

大学教授作客上海科普大讲坛

数学可以充满美感和诗意
本报讯 （记者 吴燕）提到数学，你脑
海中出现的是不是一串串符号和公式？事
实上，生活中的数学也可以是具有美感甚
至充满诗意的。4 月 14 日，浙江大学数学
系教授蔡天新和南方科技大学数学系教授
夏志宏作客上海科普大讲坛，与公众分享
了各自对数学的理解和感悟，展现出数学
另一面的魅力。
以
“会写诗的数学家”为人所熟知的蔡
天新教授，近年来又多了一个“旅行者”的
身份。他认为，数学和诗歌都是想象的产
物，都需要灵感，也都是人类最自由的智力
活动。讲坛上，他从自己在剑桥大学骑的
一辆自行车说起，聊到了《水浒传》中日行
八百里的“神行太保”戴宗，又展示了德国
画家丢勒的版画《忧郁》，画中的的窗户上
有一个神奇的“幻方”。
“幻方”是一种将数
字安排在正方形格子中，使每行、列和对角
线上的数字和都相等的方法。丢勒画作中
的幻方不仅满足了各行、各列、各对角线相
加之和相同的基本条件，同时还把画的创
作时间 1514（年）放在了第四行中，可谓艺

浦东新区开展第 37 届
“爱鸟周”宣传活动
昨天，由浦东新区环保局、浦东新区林业站组织的第 37 届“爱鸟周”宣传活动在世纪公园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保护鸟类
资源,守护绿水青山”。浦东希望以此促进野生鸟类资源保护、普及鸟类基本知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营造爱护鸟类和野生动物的
良好氛围。
活动现场，专家传授了观鸟程序和观鸟技巧，提示市民不要穿着色泽过度鲜艳的服装，避免吓到鸟类。专家还教大家如何识别
上海地区的一些常见鸟类。
“爱鸟周”期间，浦东新区林业站还将“走进学校”，聘请专家授课，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同时进行征文或绘画活动；在公园、
湿地等地开展观鸟活动；与相关社区、公园联动，重点宣传野保法等。主办方希望通过宣传活动，将更多的鸟类与野生动物保护的
知识与市民共享，更好地营造浦东新区爱鸟护鸟、
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图为“爱鸟周”宣传展板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
□本报记者 张敏 文 记者 朱泉春 摄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2020 年，浦东新
区将迎来开发开放 30 周
年。为全面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和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
进程，充分记录和反映浦
东新区经济社会的长足发
展与人民生活的巨大变
化，浦东新区档案馆决定
开展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
迎接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
年档案史料主题征集活
动。相关事项如下：
一、征集范围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 1990
年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反映浦东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政治、
经济、
文化发
展重要事件、
重要人物，
见证社会生产和人
民生活发展变化的各种文字、
图像、
实物资
料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反映党和国家、各省（市）及本市领
导人视察、调研浦东地区以及外国及国际

术与数学的完美融合。
此外，蔡天新揭示了五角星所蕴藏的
数学问题。
“为什么人们进行设计时，更喜
欢使用五角星，而非四角星、六角星等元
素？这个问题的答案被一位数学家找到
了：因为五角星正好满足了黄金分割比例，
看起来更具美感。”
精通天体力学的夏志宏教授则从天
体运动的角度出发，结合数学知识，用一
个生动、形象的例子向大家解释了什么是
“混沌”。
“大家都听说过‘蝴蝶效应’，假设
今天上海的天气本该是晴空万里，但因为
一只蝴蝶两周前在美国芝加哥晃动了一
下翅膀，结果上海今天变成了阴雨天气，
这便是一种混沌现象。生活中，气象系统
便是混沌的，长时间的天气预报也是没有
办法准确预测的。”此外，他还和公众聊到
了三体运动以及太阳系的稳定性。
“ 这些
问题看似对人类目前的生活没有什么实
际的影响，但往往就是这些看上去没用的
基础性研究，能给人类文明带来革命性的
发展。”

“讲好浦东双拥故事”征文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徐玲）日前，2018 年
“传承红色基因，
携手共铸长城——讲好浦
东双拥故事”征文活动正式启动。
此次征文活动由浦东新区双拥办主
办，征文不仅可以回忆浦东革命烈士事
迹、浦东老一辈的战斗经历以及他们在社
会经济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感人故事，
还可以讲述浦东官兵练兵备战、抢险救灾
及爱民奉献的故事；以及社会各界参与支
持浦东双拥工作的故事。征文体裁包括

喜庆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
迎接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

档案史料主题征集活动启事

通讯、新闻故事、新闻特写、专访等，要求
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尽量用第三人称，字
数不限。
主办方希望浦东各机关、企事业单位
以及工作、生活、学习在浦东的市民和驻浦
东部队官兵踊跃撰稿应征。
征 文 稿 请 用 电 子 文 档 发 pdxx2009@
163.com，务请注明真实姓名、联系地址和
手机号码。征文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

4.有捐赠、寄存等意向的单位和个人
可以采取上门面谈、委托代理人、信函、电
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档案馆联系，档案
馆也将视情采取主动上门协商的方式开
展征集工作。

四、截止时间
本次征集活动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0
日。

组织领导人参观考察浦东地区等公务活
动的照片、影片、题词、讲话、书信、录音、
录像等文字、声像资料等。
2.各种宣传改革开放和浦东开发开
放的宣传册、标语、折页、画册、杂志、书籍
以及具有浦东地域特色的文学艺术作品，
非遗产品、作品等。
3.各种涉及浦东新区的史料、书籍和
报刊，如革命斗争史、城乡史、行业史、厂
史、校史、院史、店史、社史、村史和各种品
牌发展史，个人生活史、家族史及口述史，
以及涉及浦东的老报纸、旧杂志、旧书等。
4.反映浦东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的各种证章、票据和生活生产用具，包
括个人和集体的各类奖章、徽章、奖状、喜
报、奖杯、锦旗、纪念章、证件、证书、代表
证、牌匾、门牌、路牌以及其他标识物、邮
票、粮票、股票、各类卡片、生活用品、生产
用品等。
5.各种反映浦东新区城市发展、文化
事业、
社会进步、
民生福祉等方面发展进步

的新老照片和有关文字资料、
影像资料等。
6.浦东籍或在浦东生活、工作的普通
市民、行业英模、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
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劳动模范、先
进标兵等，在自身工作、生活及社会活动
中形成的各类文字和影像资料，包括书
信、任职文书、生平事迹、工作笔记、日记、
账本、照片、录像、证书、奖状、手迹、图画、
回忆录等。
7.除以上类别之外，其他能够反映改
革开放和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具有重要历
史意义或其他特殊意义的物证材料。

二、征集方式
1.接受捐赠。欢迎存有上述档案资料
的单位和个人直接捐赠原件，捐赠档案资
料经专家鉴定后由档案馆接收并永久保
存。
2.接受寄存。对确有较大的社会集
体记忆价值，而所有者不愿捐赠但自身不
具备保管条件、愿意寄存的，可采取接受

寄存的方式征集。
3.协商征购。对属于个人所有、确定
有较大的社会集体记忆价值，而所有者不
愿捐赠、寄存但愿意出售的，如档案馆有
征购意向，
经协商一致，
可进行有偿征集。
4.复制原件。对于特别珍贵而所有
者不愿捐赠、寄存、出售的，可采取仿真复
制的方式征集，原件归还所有者，档案馆
保存复印（复制）件。

三、说明事项
1.鼓励以原件为主的方式捐赠。如
确有价值而本人不愿捐赠原件的，可捐赠
复制件，捐赠人不具备复制条件的，可由
档案馆协助复制。
2.捐赠、复制、征购的档案资料，其所
有权归国家；寄存的档案资料，其所有权
属于寄存者。
3.档案馆对捐赠档案资料的单位和个
人，视其档案资料的数量、成本及珍贵程
度，
以颁发捐赠证书等形式予以表彰奖励。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浦东新区档案馆档案征集
编研部
联 系 地 址 ：浦 东 新 区 迎 春 路 520 号
302 室
邮政编码：
200135
联系人：
乔漪、唐丽君
联系电话：
021-28949999× 20012
邮箱：
shpdda@126.com
特此通告。
更多详情，请关注“浦东档案”微信公
众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档案馆
2018 年 3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