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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代表

机构携手联洋社区举办“舞动春之韵·共

念慈母恩——喜迎新中国70华诞暨基金

会成立 25周年”公益活动。活动旨在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推进社区慈善公

益文化，通过文艺汇演区、感恩互动区、

公益服务区等丰富多彩、形式各样的公

益活动，让参与者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文艺汇演区的主舞台上，春之舞广

场舞展演以联洋社区和共建社区、单位

有特色的广场舞蹈为主，通过不同风格

展演，表现不同的特色文化，加强社区的

向心力和凝聚力。

感恩互动区人潮攒动，当天正值母

亲节，游客们在印有上海市慈善基金和

联洋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的承诺书上

签字，承诺为母亲做一件力所能及的

事。背景许愿墙上，不少人留下了对自

己母亲的美好祝福及珍贵留影。

在公益服务区，公益墟市鼓励社区

居民和小朋友利用家里闲置物品参加置

换或义卖，不少公益组织设立摊位回收

旧衣，捐赠贫困家庭。另外，一些爱心企

业也在现场提供垃圾分类、环保酵素、关

爱母亲、公益文化、公益服务等。

据悉，本次活动众筹资金将捐赠给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代表机构“行益

联洋”公益发展基金，服务更多社区公益

群体。 （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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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软件园综合服务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703092749N）经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本报讯（记者 章磊）大型居住社区人

口密集，外来人口众多且流动性大，如何在

这样的大居内推进生活垃圾分类？5月13
日，曹路镇金海华城社区（大居南）启动主

题活动，探索大居内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

和推广。

金海华城社区（大居南）党委书记汪波

表示，社区将借助党员代表、社区志愿者的

力量，让垃圾分类的知识和理念传递到每

个居民，做好事关群众生活、居住环境的这

项重点工作。当天的活动以“党建引领新

时尚 垃圾分类我先行”为主题，来自金海

华城社区（大居南）所属5个居民区的党员

代表、社区志愿者及居民代表，共同在永华

苑居民区的中心小广场参与了启动仪式。

仪式上，曹路镇相关领导说，曹路镇将

在全镇范围内逐步推开居民区的生活垃圾

定时定点投放工作，力争破解像金海华城

社区这样的大型保障性住房基地的生活垃

圾分类难题。

大居的各个居民区普遍存在人口密度

大、外来人口比例高的情况，让居民都能理

解垃圾分类这项工作，需要做很多工作。

以永华苑居民区为例，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顾姬兰告诉记者，居民区共有 2296 户居

民，分为 17幢 32个楼道。“目前，每个楼道

下都设置了多个垃圾桶。因为小区较大，

定时定点投放开始前，我们需要考虑如何

合理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以及如何让居

民养成一定的分类习惯，这些都是需要提

前做好功课的。”她说。

当天启动仪式后，在场的居民共同参

与了小广场上的趣味活动，通过一项项小

游戏，了解垃圾分类的知识。

汪波说，主题活动启动以后，金海华城

社区（大居南）将分阶段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包括以各种小活动宣传垃圾分类的知

识、引导居民养成习惯，组织垃圾分类志愿

者和管理人员，配套各类硬件设施等，真正

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余

达升）为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北蔡

镇基层党组织在辖区内以电子屏、宣传

栏及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等方式，大手

牵小手，让更多社区老年人和孩子们加

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切实推进垃圾

分类的宣传工作。

近日，香溢居民区党支部联合临

沂一村幼儿园、城管中队、光大银行等

一同开展“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冲冲

冲”科普宣传活动，受到社区居民的热

烈欢迎。活动当天一早，社区中心湖

广场上便架起了临沂一村幼儿园大班

的孩子亲手绘制的垃圾分类知识展

板，在幼儿园老师的鼓励下，孩子们用

稚嫩的声音，耐心地为居民们讲解垃

圾分类的意义和分法，通过孩子们的

讲解，更好地将垃圾分类的理念传递

给社区的家长和小朋友，形成人人自

觉、人人倡导的良好氛围。同时，相关

单位和辖区企业共同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活动，通过开展垃圾分类小游戏，废

旧衣物回收、发放宣传册等活动，在社

区范围内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通过

“大手拉小手”活动，让老人和孩子成

为传播垃圾分类知识的使者，使垃圾

分类工作渐渐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居

民心里。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推进中，“减量”也是一项重要任务。

在洋泾街道栖山菜场，通过垃圾分类减量

设备，每天可以处理半吨左右的湿垃圾，让

菜场近半数湿垃圾“不出家门”。

栖山菜场每天会产生 1.2吨左右的湿

垃圾，其中蔬菜瓜果类 500至 600千克，贝

类、鱼鳞等湿垃圾在600千克左右。面对垃

圾减量的要求，菜场引进了一台垃圾分类

减量设备，它被菜场商贩称为“大家伙”。

记者在菜场垃圾四分类厢房内看到，

“大家伙”占据了厢房一半空间。它是一个

白色外壳的箱体，高近两米，顶部设置了一

个垃圾投入口，并配备了垃圾桶升降轨

道。它运用了微生物技术，能够实现高效

率的湿垃圾减量，每天可以直接处理 500
千克左右的蔬菜瓜果类湿垃圾。

在配备硬件的同时，栖山菜场也在软

件方面，营造垃圾分类减量的良好氛围。

市场管理人员利用张贴发放传单、布告栏

电子屏宣传等方式，全面宣传垃圾分类。

菜场内一群热心公益的摊主与员工，也组

建了一支志愿者团队，指导经营户垃圾分

类的技巧与方法。

上海洋泾工贸总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垃圾分类减量设备在栖山菜场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接下来公司会在辖区内其他

市场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减量工作。

曹路探索大居垃圾分类
引导居民养成分类习惯 合理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

[ 洋泾 ]

栖山菜场垃圾减量有“妙招”
[ 北蔡 ]

“大手牵小手”倡导垃圾分类

本报讯 （记者 严静雯）近日，市

人社局发布消息，养老金卡（折）调整

已经纳入全市通办范围。市民只要到

各街道、镇（乡）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就能办理，只需要带上身份证，填一

张表即可。如果本人不方便，也可以

委托他人办理。

办理该业务的相关手续也进行了

精简。市人社局指出，从今年 5 月起，

办理无需再提供本人银行账户卡（折）

复印件，只需在申办表格中填写具有

结算功能的个人实名制银行账户信

息。委托他人办理的，另需携带本人

签名的委托书及受托人的居民身份证

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值得注意的

是，市民应在每月 5 日至 26 日（法定节

假日除外）期间进行申请。

据了解，该项业务也将逐渐延伸至

各“家门口”服务站。张江镇环东中心村

相关负责人表示，环东中心村的“家门

口”服务站每周一、三、五上午均有经办

人员在家门口为村民提供此类服务。

此外，5 月 18 日，本市企业退休和

城乡居保人员增加养老金即将到账。

本市对 2018 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

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退

休人员，增加月基本养老金。具体为：

每人定额增加 60 元；按本人职保缴费

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每满 1年增加 2
元，不足 30 元的按 30 元计算；以本人

2018年 12月的基本养老金为基数增加

2.2%。另外，本市今年继续对企业退休

人员中 2018 年底男满 65 岁、女满 60 岁

的人员在以上三项的基础上再增加 20
元。与此同时，本市还将从 2019年 1月

起，继续增加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每

人每月增加 80 元。增加后，本市城乡

居保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1010
元。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牛贝）

汪女士 2017年 3月入职北京某清洁服务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担任保洁员，入职

后一个月汪女士向该公司提交了一份声

明，表示自动放弃缴纳社保，由此产生的

一切后果本人自负，与公司无关。然而，

不幸的是，没过多久汪女士在骑电动车

上班途中出了车祸，当场身亡。2018年5
月，汪女士的丈夫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

定，获得批准。但是汪女士所在公司却

认为汪女士曾提交过放弃缴纳社保的声

明，不该被认定为工伤。近日，上海市第

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该案，认为

人社局受理工伤申请以及认定工伤并不

以伤（亡）者是否缴纳社会保险为依据，

当庭判决驳回清洁公司的上诉，维持原

判。

一审法院在审理该案时认为，案件

的争议在于汪女士向清洁公司提交的放

弃缴纳社保申请能否构成清洁公司主张

应不予认定工伤的理由。法院认为，缴

纳社会保险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用人单位

的义务，不可由员工或者用人单位自由

处分，且是否缴纳社保与被诉认定工伤

决定并无关联，故对清洁公司的主张不

予采信，判决驳回某清洁公司的诉讼请

求。

清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

海三中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人社局辩称，社会保险的缴纳是单

位和个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不因放

弃而免除缴纳义务。其受理工伤认定申

请以及作出是否认定工伤的行政行为不

受伤（亡）者是否缴纳社会保险的影响。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职

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

职工共同缴纳相关保险费。这是保障公

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等情况下，依

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用人单位和个人的

义务，并不是由职工和用人单位自由协

商处分的权利。同时，是否缴纳社会保

险费与认定工伤并无直接关联，人社局

受理工伤申请以及认定工伤并不以伤

（亡）者是否缴纳社会保险为依据，只是

未缴社会保险费用一旦发生工伤，单位

就无法从工伤保险基金中获得物质帮助

的权利，故清洁公司主张的汪女士放弃

缴纳社保申请，应不予认定工伤的理由

不予采信。因此，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的终审判决。

本报讯 （记者 徐玲）许多购买了

迪士尼年卡的人在朋友圈中晒出精彩

体验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年卡用户的

体验并不好。消费者王女士向 12315
投诉反映，3 月 29 日周五这天到了乐

园门口却被告知年卡不能使用。新区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年卡固然便宜，但

限制条件也很多，消费者在购买前一

定要详读并读懂使用规则，尤其是每

次游玩前都要看清楚出行日期是否符

合入园的条件，避免白跑一趟。

年卡与以往发布的季卡和半年卡

不同，分为周日年卡、平日+周日年卡

和无限年卡 3 种，从购买之日起之后

的 1 年内均有效。王女士购买的是平

日+周日年卡，迪士尼工作人员表示，

此类年卡并非所有的平日和周日都能

使用，要以购买页面标注为准。迪士

尼的微信公众号年卡页面上对“平日+
周日年票”的说明是：“受限于限定日

期，年卡有效期内不少于 250 天的可

入园日，包括大部分的星期日至星期

五和部分寒假、暑假。”页面上还有年

卡日历的链接，点开链接，有一张详尽

的日历，标记出各类三类年卡的所有

适用日期，3 月 29 日这天在日历上确

实标记王女士所持的年卡无法使用，

之后的几个月里也有不少周五无法使

用平日+周日年卡的日期，比如说 5 月

17 日周五、6 月 17-21 日、6 月 24-28
日、7 月 25 日周四、7 月 26 日周五、8 月

12 日周一等等，大多是临近放假或者

暑期中的工作日，可以说是无规律可

寻。因为有使用规定，持卡消费者即

使白跑也无法获得赔偿和补偿。对

此，浦东新区消保委提醒消费者，购买

使用年卡一定要看清适用日期。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 通讯员

忻友）5 月 11 日至 12 日，第七届全国

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在华东政法大学

举行，上海海事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等来自全国各省市的

20支参赛队伍参加。最终，首次参赛

的上海海事大学代表队获得二等奖。

在大赛首日的循环赛阶段，海事

大学代表队以两场全胜、预赛前五名

的成绩顺利晋级次日的淘汰赛阶段。

在淘汰赛中，海事大学代表队力克来

自上海地区的“霸主”——华东政法大

学代表队，锁定进入决赛的资格。决

赛阶段，上海海事大学代表队以 2分

之差惜败中国政法大学代表队。

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是国内

法学学科领域最高级别官方最高级

别、最高水平的学科竞赛，只有获得前

一年度省级竞赛一等奖及政法类院校

具有参赛资格。上海海事大学代表队

继在 2018 年上海市模拟法庭竞赛中

首次获得冠军后，首次参加全国竞赛。

职工放弃缴纳社保还能认定工伤吗？
上海三中院：缴纳工伤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使用迪士尼年卡
要注意适用日期

精简办事手续

养老金卡（折）调整
已纳入全市通办

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举行

上海海事大学队
荣获二等奖

居民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互动小游戏。 □周志平 摄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 3057 号

5F（C5-1，C5-2）室为上海浦东软件

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的房产，曾租赁

给上海华越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浦东

分公司并办理了《食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号：JY23101150462747）。由

于上海华越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浦东

分公司已于 2018年 9月 1日起停止经

营且未继续支付房租，因此房产权利

人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登报

声明解除与上海华越楼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浦东分公司的房屋租赁关系，并

申请注销上海华越楼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浦东分公司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上海浦东软

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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