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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临港污水处理厂排

海管工程

2.建设单位名称：上海临港供排水发

展有限公司

3.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上海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地点：临港污水处理厂南

侧，杭州湾北部水域。

5.项目建设内容：新建规模为 35 万

m3/d的永久排放管工程，包括管道工

程。新建一座排海泵房，新建高位井、

压力井及配水井各一座。管道工程分

为陆域段和海域段，陆域段长约

662m，海域段长约2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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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日至2019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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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xmxxgk/eiareport/action/jsxm_ei⁃
aReportDetail.do?from=jsxm&stEiaId=
cd2a8d08-c92d-499e-8fa6-608a2f625
baf&type=%E6%8A%A5%E5%91%8A%
E4%B9%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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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新城水芸路388号1号
楼8楼或长宁区临新路65号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系人：史富丽

邮址：临港新城水芸路388号1号楼8楼
联系电话：13818455640
电子邮箱：shifuli80@126.com
传真：(021)58065360

临港污水处理厂
排海管工程

公众意见征求公示

8、在工作开始前，核查隔离情况并
使用规定的生命保护设备

隔离可以将你与危险（诸如电气危

险、压力、有毒物质、有毒气体、化学品、

热的液体或放射性物质）分开来确保你

的安全。根据作业许可证，指明生命保

护设备，诸如呼吸面罩、弧光防护或防化

服保证你的安全。

你应该：懂得隔离可以保护你免遭

危险。向主管或作业负责人确认隔离措

施已经到位。向主管或作业负责人确认

进行作业是安全的。

如果你是主管，你应该：确认隔离措

施已到位，例如锁好开关、对管系闷堵或

锁上通道门。确认无残余的能量或其他

危险残留物。确认进行工作是安全的。

十八条“安全底线”
（七）

■本报记者 黄静

11月 30日，2019“张江杯”大数据技

术应用与创新邀请赛成果发布。

今年 3月，市总工会与市科创办、市

发改委、市经信委、市科委等单位共同启

动了加快科创中心建设主题立功竞赛。

区总工会推出了以“改革开放再出发，创

新发展勇突破”为主题的 2019上海加快

科创中心建设立功竞赛浦东新区十大品

牌项目。

最终，大赛共在8个大数据应用领域

评出了优胜者，其中上海国脉互联知政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获得“最佳政务服务

大数据应用奖”，维世致新（上海）智能技

术有限公司获得“最佳社区管理大数据

应用奖”，上海巴士拓华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获得“最佳公交信息发布大数据应用

奖”，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最佳

实体商业经营分析大数据应用奖”。

本次大赛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

是侧重于大数据应用对社会治理、公共

服务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创新成果。上

海巴士拓华的项目在浦东公交等多家公

交公司推广使用。公司副总经理沈丹介

绍，公司的大数据系统每月产生数以亿

计的车载位置、车辆到离站、公交视频数

据，利用分布式数据库存储公交信息，进

行大数据分析，并提供相关接口到上海

公交APP、“上海发布”公众号、电子站牌

和发车屏等终端，为市民大众提供预报

实时到站等优质数据服务。

国脉公司副总经理马春亮介绍，目

前全国政务服务中普遍存在多部门多次

跑动、信息重复采集、表单重复填写、所

需材料重复提交等情况，公司的这一项

目对各部门的审批流程进行梳理重构和

优化整合，加强数据的交换和信息共享，

最终实现“一件事一次办”，最大程度助

力深入推进“一网通办”、互联网+政务服

务和放管服改革。

维世致新（上海）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关注于社区管理大数据应用。“我们的平

台基于全岗通系统，通过社工使用社区

数据资源，收集居民需求信息，并同步更

新社区内的人、事、房、物等社区资源信

息，针对政府的现有服务资源和居民实

际需求做出有效分析，让数据说话，形成

社区供需的‘体检报告’，为政府加强社

区服务提供有效依据。”公司总经理姚健

伟说，“通过大数据分析，让老百姓的真

正需求得到反映，希望社区分析平台能

为政府购买老百姓需要的服务起到辅助

决策作用。”

本次发布会上，张江镇与汇纳科技

就大数据应用达成了落地合作意向。据

悉，从赛事筹划开始，张江镇政府深挖自

身的政府数据资源，对数据应用需求进

行深度梳理，并会同张江镇总工会多次

赴企业进行调研，最终在大赛期间完成

了落地方案的征集与选定。“我们的‘家

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将借助大数据的参

与应用，提升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张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庆告诉记者，

汇纳科技将其技术导入社会公共服务体

系，可以清晰地了解哪类服务最吸引老

百姓，由此针对性地调整服务菜单，让

“家门口”服务更加人性化。

“张江杯”大数据技术应用与创新邀请赛成果发布

“家门口”服务有望运用客流分析技术

■本报记者 李继成

“明天我将脱下军装，现将雷锋驿站志

愿服务的接力棒交接给你们，希望你们履

行职责。”

“我们将接过接力棒传承雷锋精神，请

班长放心！”

11月30日上午，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

在上钢新村街道雷锋驿站举行。入伍 8
年，同时也在这里坚持了 8年志愿者服务

的武警某支队战士王嘉晟，刚卸下警衔，就

来到雷锋驿站，以志愿服务的方式与雷锋

驿站告别，并把志愿服务的接力棒传递到

新入伍的战士手上。

王嘉晟2011年入伍，当初第一次来到

雷锋驿站参加为民服务后，就跟雷锋驿站

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不管刮风下雨，8
年间每月5号的志愿者活动日他都准时出

现在雷锋驿站。

说到王嘉晟，雷锋驿站负责人傅余贤

更是竖起了大拇指：“他非常棒，作为一名

军人，坚持不懈为大家服务，为雷锋驿站的

志愿者团队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从王

嘉晟身上，让大家看到了雷锋的影子。在

学习雷锋做志愿者的过程中，用真诚的服

务传播着雷锋精神。”

王嘉晟表示，参加志愿活动，为居民

量血压，理理发，这些都是力所能及的

事。“帮助别人，别人开心，我也开心。虽

然从雷锋驿站的志愿者队伍退下来，但我

会将雷锋精神传承下去，继续坚持公益服

务。”

当天，王嘉晟仍然像往常一样，与其他

战士一起，为居民提供量血压、理发、健康

咨询等服务。在现场服务结束后，王嘉晟

又特地去看望了一位服务了多年的独居老

人。

“其实，王嘉晟半个小时前刚刚卸下警

衔，明天就要回家。”王嘉晟所在部队教导

员尹欣欣告诉记者，王嘉晟想在回家前再

到雷锋驿站为居民服务一次，与服务对象

告别一下，与新战士进行交接。

“不管战士怎么变动，学雷锋做志愿者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变，每个月战士们

依然会出现在雷锋驿站，开展为民服务。”

尹欣欣表示。

在雷锋驿站传递
志愿服务接力棒

本报讯（记者 王延）日前，浦东

新区文体旅游局协同区消防救援支

队，举行酒店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和安全标准化展示活动。

当天，浦东的一家酒店模拟了突

发火警的情形，酒店收到烟感报警信

息后，按照应急预案迅速确认火源，并

由酒店义务消防队员进行初期扑救、

人员疏散。消防官兵到达后，立即进

行了云梯救援和灭火演练。同时酒店

开展舆情应对和综合救治工作。

今年以来，新区文体旅游局和区

消防救援支队共同开展了酒店消防安

全标准化试点工作，经全面验收，现已

进入成果展示阶段。此次通过实战演

练和拍摄酒店安全标准化教学片，积极

创建浦东酒店消防安全管理品牌，进一

步推广安全标准化成果，在全区更大范

围内提高全体酒店从业人员的消防安

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达到“边演练、

边验收、边推广、边提高”的工作目标，

为2019年浦东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行

业的安全工作划上圆满句号。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昨天，由区文

明办、区生态环境局、区总工会、区团委、区

妇联、陆家嘴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的“浦东

志愿者，秀出新时尚”国际志愿者日主题活

动在第一八佰伴举行，近500名志愿者、市

民用行动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者精神。

前期，针对垃圾分类工作中的难点和

短板，新区文明办发起了“驻点”行动，派驻

专业志愿者和社区志愿者“进商圈、进楼

宇、进社区、进校园、进单位、进场馆”等，进

行点对点的帮助。派驻的 6支志愿者小分

队已经组建成立，足球运动员、区青联副主

席孙吉和主持人小荷姐姐受聘担任“浦东

新时尚大使”。

同时，第一八佰伴北广场上举行的

“七彩之心”志愿服务集市活动人头攒

动。来自区文明单位志愿服务联盟、职工

志愿者协会、志愿服务基地、社会组织、

爱心企业等 32家志愿服务团队参与便民

服务、爱心义卖和互动展示。集市上，垃

圾分类成为大家聚焦的重点。另外，传统

的理发、修鞋、缝纫等便民服务广受欢

迎，书籍、绘画、衣物等义卖商品琳琅满

目，逛集市的市民收获满满的同时还献

出一份爱心。

“城市微旅行”活动是当天的另一大亮

点，200余名普通市民加入志愿者服务体

验队伍，从第一八佰伴出发，陆续前往震旦

博物馆、上海中心 22层金领驿站、潍坊辅

读学校、上钢雷锋驿站等浦东地区四大特

色志愿者服务基地，并在途中完成各项任

务和挑战，开启一场“沉浸式”城市志愿者

精神探索之旅。

■本报记者 沈馨艺

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家书在亲子沟通

和教育传承方面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和价值。近日在湖北举办的“2019中国家

长大会”上，周浦镇荣获“中国家长教育

‘金推手’集体奖”，周浦镇提倡的“最美家

书”所蕴藏的正能量向全国传播。

在 2018中国家长大会上，周浦镇傅

雷中学校长向全国中小学发出了开展

“一封家书”征集与展示活动的倡议，号

召全国中小学家长拿起笔，给孩子写一

封家书，通过一封家书让亲情得以链接。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封家书”活动

点燃了全国各地师生、家长的激情。截

至今年 10月 31日，全国已有 102个县市

500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共230万人（次）

参与了“写家书、晒家书、读家书、评家

书、展家书”活动。

在周浦，读《傅雷家书》，是镇内中小学

学生、家长和教师的必修课。其中，傅雷中

学还把家长和师生读傅雷家书的体会汇编

成册，并在周浦学区内进行校际推广。

今年年初，周浦镇与中国人民大学家

书博物馆合作开展“秉持赤子之心·弘扬

家国情怀——第一届‘傅雷杯’上海最美

家书征集展评系列活动”，向上海市民征

集各类家书。通过征集、评选、签约收藏、

展览等，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传统美德，挖掘家书在培养道德情操、促

进家庭和谐中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活动开展以来，周浦收集到来自各

行各业、不同家庭、不同类型的家书1200
余封，其中有黄炎培、傅抱石、胡问遂、陆

俨少等文化名人的珍贵家书，有抗美援

朝期间的红色家书、有全国最美志愿者

义诊时收到的感谢信、有班主任化身“天

堂母亲”的回信等。

与此同时，周浦以不同节日为契机，

组织开展各类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家书”活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四组家庭和家书还以记录片、舞台剧、朗

诵、小品的形式被搬上舞台，让更多人感

受一封封家书传递的家国情怀。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11月 29日，

历时两年修缮改造的航头镇下沙社区中

心、航头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落成运行，

闲置老厂房经改造成为便民的“新天

地”。

下沙社区中心占地面积 6900 平方

米，主要有文化服务、社会事务受理服

务、城市管理、警务、市场监管、司法调解

等功能，还将开放党建服务、图书阅览、

健康咨询、健身等功能，打通社区惠民

“最后一公里”。

在其一侧，航头镇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也以高颜值亮相。步入其中，老年人

助餐点装修风格别致清新，青蓝色相间

的沙发座椅增添温馨感，可为约150名老

人供餐。二楼的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将

填补此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空白。

除了空间和硬件，中心内还包含卫

生保健、日间照顾、教育学习、休闲生活、

康复运动、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等近20个
服务项目，老年人在此可以享受优质的

“家门口”养老资源与服务。

下沙社区中心、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是航头镇党委、政府 2017年确定的实事

工程之一。据了解，航头镇 60岁以上老

年人口比例达 30%以上，养老需求日益

增大。而下沙社区由于距离镇中心两三

公里，居民去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办事需换乘公交。对此，航头镇利用区

域内的集体老厂房，经过多方协调，为居

民“腾地”。

与空间同步增能的，还有服务。为

做实做亮两个中心的服务管理，航头镇

将以项目化推进方式完善区域化党建，

吸引并整合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和社

区服务，提高统筹、整合、协调区域党建

资源的能力，让群众更多获益。

以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为例，在内设

多功能活动室，提供文体活动和教育学

习的场所的基础上，今后还将引入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疗资源，提供全科门

诊、中医理疗、健康宣教、医疗咨询等服

务，还将开展不定期家庭护理培训；设

立谈心室，提供老年人法律维权、心理

疏导服务。

浦东志愿者
秀出新时尚

航头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落成

闲置老厂房化身便民“新天地”

一封家书点燃师生家长激情
周浦获“中国家长大会”金推手奖

浦东展示酒店消防
安全标准化成果

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老年人助餐点。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