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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装修预防三大隐患（二）

隐患二：有毒气体
为了使油漆、涂料干燥，需要紧闭门

窗，防止湿气侵入，避免造成油漆涂料干

燥不充分的情况。但是密闭的装修环境

也容易造成施工人员的中毒事件。

装修时会用到含有大量挥发性溶剂

的防水材料，为了方便施工，又往往需要

用稀释剂将其调成合适黏度，这些稀释

剂也具有很强的挥发性。如果将门窗紧

闭，这些易挥发的有毒气体就会大量弥

散于空气中，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时，造 成室内人员中毒，甚至造成死亡。

因此，装修工人在封闭的环境中使

用油漆时，必须佩戴防护用具，油漆工人

不要在作业现场过夜。

禄凤雨遗失货运资格证，证号：

37292519760619251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为确保临港地区、浦东新区新

引进的先进制造业项目落地产生

工业废物的出路，有利于提高工

业区环保治污能力，整体改善工

业区环境，上海天汉环境资源有

限公司拟在临港重装备园区沧海

路 2865 号 （临近杭州湾、临港污

水厂） 现有厂区内扩建工业废弃

物资源化再制造、综合处置能力

约 27 万 t/a。经专业环评机构评

价，项目在规划相容、土地利用

属性、环境影响等方面均符合国

家和上海市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环评认为在落实环境保护和环境

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该项目

的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

现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征

求附近居民和单位对项目在环境保

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联系方式：

上海天汉环境资源有限公司，廖先

生 ， 021-60910799-8636， E-mail：
ljh@sh-tianhan.com；上海环科环境

评 估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 王 工 ，

021-64693391， E-mail： jken⁃
vc2_eia@126.com。项目更多信息详

见上海环境热线网站 （http://www.
envir.gov.cn/docs/2018/20180412233.
htm）。

环评公告

■本报记者 章磊 实习生 张诗欢

如何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曹

路镇最近又有新动作。在 4月 13日举行

的“不忘初心，推动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主

题活动上，曹路镇企业服务中心挂牌成

立。曹路镇党委书记吕东胜说，将继续以

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努力

为广大企业创造发展条件。

当天的主题活动吸引了来自曹路镇

域内近300余家企业的代表参加。会上，

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等

100家为曹路区域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

企业受到表彰。

曹路镇为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努力，

不少企业代表对此给予了肯定。台达电

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李

应龙说，每当有新政策时，曹路镇都会及

时将信息传达给公司，甚至专门派人到公

司指导。

“例如，《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

区总部的规定》发布后，正是在曹路镇政府

的帮助下，我们及时完成了相关申请，这对

我们公司的发展有巨大帮助，也让我们感

受到了曹路镇在服务企业方面的诚意，体

会到曹路是一块投资热土。”李应龙说。

今年大调研启动后，曹路镇领导又挨

个走访企业，询问他们的需求，从问题出

发优化营商环境。上海延锋金桥汽车饰

件系统有限公司负责人反映，上下班高峰

期间，从巨峰路金穗路上下 S20很困难，

狭窄的道路上卡车、大板车、私家车云集，

存在隐患。曹路镇大调研组立即将问题

向新区建交委反映，目前，该路段的改扩

建工程已通过批复，即将进入实施阶段。

曹路镇还发现并解决了不少企业反

映的问题：异型钢管公司在转型升级时遭

遇瓶颈和人才成本问题，曹路镇邀请金桥

集团为其出谋划策；杉杉科技反映雨季厂

区排水不畅，曹路镇规建办等部门多次上

门踏勘，找出致堵原因；浩泽净水公司员

工子女入学难，曹路镇牵线搭桥，解决企

业员工燃眉之急。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李政涛说，曹路镇走访企业、帮企业解

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了政府对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视。“任何企业的发展壮大，

都与当地政府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而新成立的曹路镇企业服务中心，将

为镇域内约1.2万家企业提供更周到的服

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副主

任任海宁介绍，过去，曹路镇有招商办、投

资公司、村资产公司等多种服务主体，企

业服务中心成立后，统筹了上述部门的所

有服务职能，企业需要帮助时有了一个明

确的求助对象。不论企业大小，不论什么

问题，都可以求助于服务中心。

针对企业集中反映的政策信息了解

不充分等问题，服务中心挂牌当天，曹路

镇特别定制了《曹路镇服务企业实用政策

汇编》《曹路镇服务企业宣传地图》等资

料，分发给现场的企业代表。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是曹路奋斗的目

标。借今年大调研契机，全镇干部深入企

业，深入了解了企业的需求和困难。”曹路

镇党委书记吕东胜说，接下来，曹路将继

续以问题为导向，努力做到“有求必应、无

事不扰”，服务广大企业。

4月14日，“世博之光——上海市第五届草书展”在浦东图书馆开幕。本次
展览主题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浦东新区开发开放28周年，书法家与书法
爱好者用传统的书法艺术中最能表达个人情怀的草书，讴歌改革开放成就。

今年1月，本届草书展征稿启动，主办方共收到参赛作品近500件。经过评
委会评审，最后评选出优秀奖作品3件，提名奖作品9件，及120件入选作品。
此外，本次活动特别邀请了多名知名书法家创作了27件作品，与获奖作品一同
收录入活动作品集。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文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天，惠南镇

举行2018健康公益跑活动，700多名运动

爱好者在惠南小学北校区门口开跑。

本次活动以“惠跑青春，有爱同行”为

主题，比赛分为8公里健康跑和5公里健步

走两个组别。路线以惠南小学北校起点,途
经听潮路、拱晨路、大川公路、下盐路、听达

路、城永路一号桥、桃花村、拱为路，最后回

到惠南小学北校。沿途，参赛者不仅能体

会到惠南民乐大居的幸福生活、河道整治

成效，还能欣赏桃花村的美景。

近年来，中短距离路跑从一项运动项

目转变为健康休闲生活方式，并逐渐成为

一种时尚健康潮流。作为惠南镇2018年

的大型文化体育活动，此次主办方还组织

了辖区内建工集团、建设银行等社会单位

为赛事助跑。

上海建工惠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上

海巨合船舶物资供应有限公司向惠南镇

慈善基金会伸出援手。赛后，主办方以完

赛者的名义将善款捐献给慈善基金会。

据悉，本次活动共募得善款7万余元。

惠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惠南镇

还将进一步融合文化体育和旅游、休闲、

时尚、文化、公益等多个领域，传递全民绿

色健康生活的理念，开展各具特色的全民

文化体育活动，迎合市民日益增长的多样

化体育健身需求。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好漂亮啊，没

想到原本破破烂烂的工地围墙，通过孩子

们的创作，竟变成了一条新的风景线。”家

住塘桥街道胡木居民区的蒋阿姨高兴地

说。4月 13日，塘桥街道办事处和建平中

学南校共同主办“争做新时代好队员 共建

塘桥美丽家园”峨山路手绘墙添彩活动，用

充满童趣的图画装点社区。

今年，塘桥街道推出峨山路综合性示

范街区建设计划，要将峨山路建设成为交

通出行示范区、缤纷社区示范区、市容管理

示范区、共建共享示范区、智慧城市示范

区。在这项工作中，街道充分发挥党组织

引领作用，鼓励社区单位参与创建，共同提

升沿线环境品质、城市文明程度。

2月开始，街道联合辖区内中小学学

校，开展手绘墙作品征集活动，鼓励学区内

的学生拿起画笔，围绕交通文明出行、绿色

园林街道、幸福人文社区、畅想志愿服务、

温馨美丽家园等方面，描绘出心中的美丽

塘桥。

截至 3 月底，活动共征集作品近百

幅。经过评选，最终 41幅作品脱颖而出，

用于创作手绘墙。

活动现场，墙体面积达 300多平方米

的峨山路工地围墙前人潮涌动，在专业美

术人员的帮助下，孩子们将一幅幅寓教于

乐的图画绘制到墙面上。“孩子们今天甜美

朦胧的梦想、天马行空的创意，可能就是塘

桥社区明天恢宏雄伟的蓝图、锐意进取的

创新。”塘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周悦静说，

有温度的塘桥离不开社区和谐共融，有文

化的塘桥离不开社区文明共进，有美景的

塘桥更离不开大家添彩共绘，希望社会各

界都能参与进来，共建美丽塘桥。

接下来，塘桥街道将大力推进园林街

道和缤纷社区建设，进一步加大对社区内

口袋公园、街角景观等公共绿地的建设工

作，并通过围墙绿化、围墙手绘、阳台绿

化、屋顶花园等项目，提升社区绿化品

质。同时，街道将加强校社联动，推动师

生参与到社区精神文明共建的各项工作

和活动中。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刘杨）

昨天，高东镇樱花园广场内除了缤纷的落

樱，还有另一种美。一场环保主题艺术展

展示了“绿色生活”理念。

据悉，本场环保主题艺术展由高东镇

综合党委和团委主办，以“拥抱自然、彩绘

生活”为主题。一幅幅画作虽然手法略显

稚嫩，但依然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

并不时给予点评。

活动前期，主办方向高东镇域内所有

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征集环保主题的绘

画作品，经专家组甄选、网络投票，最终遴

选出30幅优秀作品。

学生作品中，既有写实的画法，将家

门口樱花园的最美一刻留在了画纸上，也

有不少天马行空的美好设想，例如《水葫

芦回收化氧站》。这些优秀作品，都被收

录在环保主题画册《童心诗画》中。

高东镇团委工作人员说，举办这次环

保主题艺术展，是为了倡导全民“绿色生

活”的理念，呼吁公众关注环境问题并实

际参与到环保行动中去。

当天，高东社区少工委宣告成立。据

悉，少工委将发挥统筹优质资源、加强少

先队社区工作管理的作用，创造有利于青

少年成长的家庭、邻里和学校环境。

本报讯（记者 章磊）“灵额，灵额。”

看着台上的京剧表演，台下居民纷纷拍手

称赞。4月 14日，三林世博四居委举办的

一场“家门口”民俗文化活动，吸引了不少

居民参加。

不算长的景观步道上，捏面人、做糖

画、写书法等摊位透着民俗韵味，孩子们

由长辈带着，在摊位前翘首期盼自己的心

仪之物。

在糖画摊前，刚读一年级的吕念祖要到

了一个自己属相的兔子糖画。他的奶奶说：

“他一听到活动的音乐声，立刻放下作业说

要过来，拿到糖画和面人，开心得不得了。”

今年 88岁的小区居民陈永葆受居委

邀请在现场写书法。没等他摆好笔墨纸

砚，已经有不少居民向他预定了墨宝。

活动的重头戏，是一场文艺演出，有

独唱、舞蹈、京剧表演、旗袍秀等，演出者

当中不乏小区表演团队。专业京剧表演

者饰演的“孙悟空”上台后，几个空翻动

作，引得台下观众一片叫好；而宠物狗带

来的马戏表演，则让孩子们目不转睛。

世博四居委的王忆茹说，希望通过举

办民俗文化活动，进一步增强居民彼此之

间的理解，拉近相互的距离，传播社区特

有的文化韵味，打造邻里家园。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4月

13日，高行镇启动区域化党建、社会

化联建与项目化共建暨团队拓展训练

活动。来自镇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学

校、驻地部队、驻镇单位及居民区的工

作人员组成的 30支队伍，共 400余人

参与。

高行镇镇长王斌表示，此次活动

是对镇区域化党建的深化和促进，也

是提高干部职工综合素质的有效途

径，“希望借此机会，展现高行干部职

工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聚力发展的

意志与激情燃烧的风貌，提升建设幸

福高行的组织力。”

巨大的气球在绿茵场上快速移

动、龟兔赛跑重燃“战火”……活动现

场，“运筹帷幄”“同舟共济”“攻坚克

难”等多项团队比赛按序进行，选手们

团结一致，冲向终点。“两代表组合战

队”选手陈嵩说：“此次比赛充分体现

出了我们队伍的凝聚力及团结奋进的

精神，之后，我们会把这种精神带到工

作中，为建设宜居宜业的高行添砖加

瓦。”

此外，高行镇区域化党建“1+5+
X”签约仪式也于当天举行。近期，高

行在各居村建立“1+5+X”的平台体

系，“1”即居民区；“5”即机关、企业、学

校、社会组织、驻地部队和驻镇单位；

“X”是居民区周边资源。各居民区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在这5类对象中选择

部门或单位进行共建，同时利用好居

民区周边资源，打造全覆盖、立体化、

“家门口”的党建结对共建机制。

曹路推出优化营商环境新举措
企业所遇问题都可以求助于服务中心

三林镇民俗活动拉近邻里情

惠南镇2018健康公益跑开跑

上海市第五届草书展开幕

整合区域资源 深化党建联建

高行建“1+5+X”区域化党建平台

塘桥建设综合性示范街区

工地围墙
“穿”上童趣装

绘出心中的
“绿色生活”
高东举办环保主题艺术展

昨天，700多名运动爱好者参加健康公益跑。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