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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浦东新区有机质

固废处理厂扩建工程

2.建设单位名称：上海浦东环保发

展有限公司

3.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上海建

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地点：上海浦东新区生

活垃圾处置产业循环生态园09-02地块

（东至浩江路、南至浦东新区有机质固废

处理厂一期工程、西至龚卫路、北至防护

绿地）

5.项目建设内容：新增湿垃圾处理

能力700t/d（其中餐饮垃圾300t/d、厨余

菜场垃圾400t/d）

二、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
1.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

年8月13日至2019年8月20日止

2.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文的网络链接：https://xxgk.eic.sh.cn/

shhjkxw/eiareportBgs/action/download.

do?stEiaId=

e42152dd-71cb-46f7-a0e5-8ff4b5de4de

3&fileType=BL_XM_TABLE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https://xxgk.eic.sh.cn/

template/gzyjb.pdf

4.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纸质查阅点：浦东新区浩江路250号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 系 人：田工

邮寄地址：浦东新区东绣路1229号

联系电话：50111121

电 子 邮 箱 ：tianhy@limingziyuan.

com.cn

传真：50593533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

磊）国家级剧团的作品进社区试演，让居

民在“家门口”一睹为快。8月 12日，上

海评弹团带着根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馆藏文物真实故事改编创作的中篇评弹

《初心》，来到了金杨新村街道。据悉，该

作品将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之后还

会进京演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

到国家级剧团的高水平演出，得益于金

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与上海评弹团的党

建共建。

中篇评弹《初心》，讲述的是共产党人

张人亚用生命守护党章的故事，体现了共

产党人坚守理想与信念的执着。

在当天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主

题的红色经典剧目汇演中，除了《初心》外，

上海评弹团还为金杨居民带来了《浦江美》

《战上海·进城》《党的叮咛》等多个节目。

上海评弹团演员们的倾情演绎，引得

台下观众掌声不断。从浦西慕名而来的

一名评弹爱好者告诉记者，平时少有机会

在社区欣赏到国家级剧团的表演，而当得

知其中还有将要进入知名大剧院演出的

新作品时，更是连连感叹：“这次过来太值

了。”

金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党支部书记

陈男介绍，中心与上海评弹团自 2015年

起开始合作共建，以中心“戏曲雅韵”书场

为平台，邀请国家级剧团的专业演员走进

社区，为居民送上文化大餐。

得益于此，评弹艺术也在金杨打下了

良好的观众基础。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

文表示，上海评弹团将继续发挥桥梁作

用，把长三角地区其他评弹团队的优秀演

员、优秀剧目等输送到金杨社区，进一步

提升金杨文化活动质量。

同时，他表示，上海评弹团将通过与

金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合作，做精、做

大“戏曲雅韵”书场各类活动，扩大书场影

响力，将金杨打造成为浦东评弹演出的主

阵地，打响评弹文化品牌。

当天的红色经典剧目汇演，也成为金

杨创新党员教育形式的一次探索。对评弹

爱好者来说，汇演是一场文化盛宴，对党员

们来说，汇演还是一堂特殊的情景党课。

预备党员龚赛婧说：“相较于传统党

课，这样的情景党课很新颖，我们也更能

投入到党课学习中。”

在金杨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孙美祥看来，金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党支

部发挥支部特色，以文化为载体，创新情

景党课表现形式，通过红色剧目的演绎向

党员传播红色教育内涵，令人耳目一新。

“之后，党建中心将与文化中心合作，进一

步探索新的党员教育模式，将党员教育做

深做实。”他说。

金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党建共建送“福利”

居民“家门口”欣赏国家级剧团演出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施

晓丹）这几天，书院镇李雪舟故居迎来了

一批批小客人，他们头戴小红帽，手挥小

红旗，聆听抗战故事、唱红色歌曲、接受

红色洗礼。这是书院镇社区党建服务中

心开展的“小脚丫红色足迹”系列活动。

李雪舟，书院镇人，早年投身革命，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建立武装小组，

开展锄奸斗争，带领家乡进步青年宣传

抗日救国思想。1947年 4月 6日不幸被

捕，他宁死不屈，严守组织机密。在赴刑

场的路上，他面无惧色，一路呼喊革命口

号。为纪念烈士李雪舟，他所在村改名

为“李雪村”。李雪舟故居是浦东不可移

动文物保护点之一，也是书院镇的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传承基地。今

年4月，书院镇修缮了李雪舟故居，并于

7月1日起重新对外开放，挂牌为书院镇

红色教育党建延伸点。为了充分利用好

辖区内的红色资源，书院镇社区党建服

务中心确立了“小脚丫红色足迹”暑期系

列活动专题项目，由中心配送到居村，邀

请孩子们走进故居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中心还开设了老兵风采课堂，专门

邀请外灶村老兵张文荣为孩子们讲述抗

战故事。张文荣勉励孩子们要珍惜和平

年代，用功读书，将来为祖国多作贡献。

课堂上还播放了“书院的发展历程”专题

教育片，激发孩子们爱党爱国的热情。

此外，来自四灶村睦邻点的红色歌唱队

自编自演了《大刀进行曲》《我们都是神

枪手》等红色经典曲目。

除了参观故居、听讲座、看表演，“小

脚丫”红色系列活动还包括组织学生参

与创意绘画，排练红五星和“八一”队形

变换，重温弄堂游戏等。

目前，本次专项主题活动已举行 25
场次，千余人次参与。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昨天早上 8
点，居住在塘桥街道东方汇景苑的顾老

太拎着两袋垃圾走出家门，而一辆载有

两只垃圾桶的蓝色三轮车，已经在一旁

等待多时。这是该居民区为小区特殊人

群新设置的“移动定时垃圾投放点”。

东方汇景苑共有28幢居民楼，居住

人口超过 2000人。小区南北两个出入

口处，分别设置了两个定时定点垃圾投

放点，但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每天

扔垃圾的问题还是很大。

“我膝盖不好，走路只能慢慢挪，去

小区门口一个来回要 20分钟。”顾老太

说，而像她这样的老人，居民区内有 600
多名。为此，如何方便老年人扔垃圾，同

时又能确保垃圾分类的效果，成为居民

区党总支研究的课题。

通过多次专题会议，“移动定时垃圾

投放点”开始在小区内投入使用。所谓

“移动定时垃圾投放点”，其实是专人驾

驶一辆载有干、湿垃圾桶的电动三轮车，

早晚规定时间内，依次前往小区内 5个

固定点位，并在每个点位停留20到30分
钟，方便老人下楼扔垃圾。

“这个做法解决了老年居民投放垃

圾距离过长的现实问题，同时，驾车的保

洁人员会监督居民垃圾分类、湿垃圾破

袋等情况，确保垃圾分类工作实效。”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李旭说。

而在南城居民区东南华庭小区，新

增的小区生活垃圾误时投放点，则成为

了居民改变生活习惯的缓冲带。

东南华庭的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

点设置在小区地下车库B2层，每天早上

7点至 9点、晚上 6点 30分至 9点开放。

垃圾分类试运行不久，居民区党总支便

收到一些居民的反馈意见：生活作息与

扔垃圾的时间对不上。

居民区党总支尝试挖掘社区资源，

为难以在规定时间内投放垃圾的居民想

办法。最终，开辟小区东北角一处闲置

建筑作为生活垃圾误时投放点。物业则

对误时投放点内的垃圾进行二次分拣，

确保垃圾正确分类。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黄丹 李

家春）被司法扣押的巴哈马籍“辉煌”邮轮

停泊在长江吴淞口航道，台风“利奇马”登

陆前，上海海事法院成立应急小组，联系有

关单位提供拖轮进行紧急作业，确保了邮

轮在台风期间的安全。

“我们很担心，‘利奇马’台风将对船舶

造成重大威胁，请法院帮忙想想办法。”8
月 8日晚上，上海海事法院收到“辉煌”邮

轮船长发来的紧急呼救。

让船长如此担心的这艘外籍邮轮上有

38名船员。今年 3月 7日，因船东拖欠工

资，上海海事法院扣押了该轮，目前该轮已

进入拍卖程序。邮轮泊位距离岸线码头

近，存在倾覆和撞击等重大安全隐患。为

此，船长向法院进行求助。

8月9日上午，上海海事法院召集相关

部门召开紧急会议，调取船舶、气象和海况

实时数据，研究部署“辉煌”邮轮抵御台风

危险的应对措施。

经研究决定，上海海事法院第一时间

联系拖轮公司，一旦邮轮发生危险，由拖轮

进行紧急救助。同时，联系船厂的专业人

员登轮协助船员共同抗台，并向该轮投保

的保险公司通报有关情况，制定后备抗台

方案，确保台风期间邮轮安全。上海海事

法院还成立了应急小组，24小时专人值守

待命，密切关注邮轮和台风动态。

台风期间，邮轮船况稳定。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交通运

输部东海救助局派出救援力量，救助因台

风“利奇马”影响而遇险的船员。

8 月 10 日 23 时，东海救助局接到信

息，新加坡籍空载油轮在长江口以东约

120海里处主机故障、失控漂航，船上15名
外籍船员随船遇险，其中1名船员摔伤，请

求救助。

接获险情信息后，东海救助局立即启

动应急救助预案，派遣在附近水域待命的

“东海救 117”轮前往现场救助，并指令部

署在高东机场的东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做好

增援准备。

11日10时，“东海救117”轮抵达现场，

对遇险船舶实施带缆作业，有效控制了船

舶。中午时分，待气象条件好转满足起飞

要求后，救助直升机起飞前往救助摔伤船

员。12日 10时，“东海救 117”轮将油轮安

全拖抵绿华山锚地。至此，遇险船舶及船

上15名船员安全获救。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炎炎夏日，浦

东羽毛球协会的训练场馆仍每天预约“爆

满”。记者了解到，浦东羽毛球协会对公

益性羽毛球场馆进行了硬件提升，为羽毛

球爱好者提供良好的健身场所。

浦东羽毛球协会 2003年成立。作

为自负盈亏的社团组织，浦东羽协自筹

资金在罗山路建设了3座公益性羽毛球

馆作为培训基地，免费向会员及部分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居民开放。培训基

地开放至今，己接待数十万人次羽毛球

爱好者。为了满足市民需求，近期浦东

羽协对相对陈旧的一个羽毛球馆进行了

改造，更换原有的塑胶地面，提升市民运

动体验，并在改造后的场馆中开展暑期

青少年羽毛球培训活动。

作为 3A 级社团组织，近年来浦东

羽毛球协会以创新、规范、服务为宗旨，

培养出国家一、二、三级裁判员 198名，

并以品牌赛事为抓手，积极推动市民参

与羽毛球运动，培训出一大批业余好

手，先后在全国、省市级、区级比赛中获

得冠军 20 多项；每年主办或承办大小

赛事 80 多项，吸引了广大羽毛球爱好

者参与。

浦东羽毛球协会还与超羽联盟合作

研发了无纸化电子赛事系统，被中国羽

协和北京、天津等 15 家省市级羽协采

用，应用到国内外近千场比赛中。

羽毛球是市民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

一，浦东羽毛球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浦东羽协计划牵头组织建立羽毛球场

馆联盟，施行场馆星级评定工作，促进浦

东羽毛球运动的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将

建立区青少年羽毛球培训基地，为羽毛

球运动培养后备人才；加强本区羽毛球

裁判员培训工作，年内举办裁判员培训

班，为社会培养优秀羽毛球裁判人才，并

加强本区范围内裁判员的年度注册登记

管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8月 12日，浦

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最新一

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黑名单”。此次共有

9家单位被列入“黑名单”，其中张关昌拖

欠 430名农民工工资报酬，共计 1851余万

元，上海路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拖欠43名

农民工工资约121万元。

去年，国家人社局出台《拖欠农民工工

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后，浦东新区主

动跨前，在去年10月下旬率先制定实施细

则，对企业因欠薪行为列入“黑名单”的认

定标准、实施程序、审批流程进行了细化和

规范。“黑名单”实施细则中，克扣、无故拖

欠农民工工资报酬，数额达到一名劳动者

3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两万元

以上，或者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

数额累计十万元以上；或因拖欠农民工工

资违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造

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相关单位及其负

责人将被列入“黑名单”。

根据《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

暂行办法》及联合惩戒有关规定，列入“黑

名单”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将在政府资金支

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

核、融资贷款、税收优惠以及交通出行、高

消费等方面依法受到限制。

本报讯（记者 张琪 通讯员 袁蕙

芸）8月 9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与马

来亚大学医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之

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夏强教授率领肝移植团队，帮助马来亚

大学医学院成功完成马来西亚首次共两

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

首例手术的接受者菲卡是一个十岁

的女孩，出生后被确诊为胆道闭锁，经手

术一度缓解了病情，但今年5月起，患儿

病情加重，逐渐出现肝功能衰竭的迹象，

患儿父亲决定捐肝实施活体肝移植手

术。但术前准备期间，患儿病情加重，无

法脱离 ICU。

马大医院和仁济医院儿童肝移植团

队多次沟通，最终邀请夏强团队到马来西

亚为患儿实施亲体移植手术，并面对面传

授技艺。8月6日，经过双方医疗团队努

力，成功地从患儿父亲身上切取了360克

左半肝移植给了患儿，手术顺利完成。

8月 7日，中马医疗团队再度合作，

完成当地第二例儿童活体肝移植手术，

受体与供体分别是一名1岁男孩和他的

母亲。

夏强表示，“这项事业最终将帮助处

于肝病末期的孩子们，造福东南亚国家

和地区，也将有助于增进中马两国人民

的友情。这也是仁济这所百年老院凝聚

学科优势，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和上海建设亚洲医学中心城市应该承

担的责任。”

据悉，2014年，一名来自马来西亚

的4岁女孩在仁济医院接受肝移植手术

至今，至今已有近40名马来西亚儿童在

上海仁济医院成功接受了肝移植。上海

仁济医院已经与马来亚大学医学中心

（UMMC）建立了成熟的儿童肝移植合

作管理模式。

改造公益性球馆

浦东羽协推动全民健身

十岁女孩肝功能衰竭命悬一线
上海专家完成马来西亚首例儿童活体肝移植

“小脚丫”踏上“红色足迹”
书院镇爱国主义教育从娃娃抓起

收集车每天准时候在居民楼下
塘桥因地制宜化解居民扔垃圾难题

拖欠农民工工资将受制约

9家单位上黑榜

海事法院协助邮轮
抵御台风危险

故障油轮失控漂航
东海救助局成功援救

孩子们学唱红色经典歌曲。 □书院镇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