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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残疾人走出家门困难重重？6月1日，嘉定将开通阳光巴士，为

全区1200名以轮椅出行的持证一级肢体残疾人和脊髓损伤残疾人等出

行困难者，提供出行方便。

号码百事通

嘉定区部分
调解委员会信息

嘉定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嘉
定区交通事故争议人民调解委员
会）

地址：金沙路85号

电话：59529533

嘉定区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
地址：金沙路28号

电话：59524854

嘉定区司法局劳动争议调解工作
室

地址：金沙路85号

电话：59921972

嘉定区总工会人民调解委员会
地址：合作路1505号

电话：69067233

嘉定区妇女权益人民调解委员会
地址：金沙路85号

电话：59928683

嘉定区消保委人民调解委员会
地址：人民街58号

电话：69912315，69912315

办事直通车

残疾人如何享受
阳光巴士服务？

关键词：生育金

我在一家私企工作，生育保险未

交，产假期间公司发基本工资，我是否

还能领取生育金？产检费和生产费用

可以报销吗？ 林凡

【回音】

自 2016年 4月 1日起，与本市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城镇户籍外

来从业人员，应当参加本市生育保

险。在参加本市生育保险期间计划内

生育，且在按规定设置产科、妇科的医

疗机构生产的，可按规定享受城镇生

育保险待遇，项目包括：生育生活津贴

和生育医疗费补贴。从业的生育妇女

在领取生育生活津贴期限内，其所在

单位不再支付产假工资。未参加本市

城镇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生育的，其生

育生活津贴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标

准和应享受的产假天数计发，所需资

金由用人单位支付。更多生育保险政

策，您可拨打962218热线咨询。

区人社局

关键词：旅行社

嘉定有哪些A级旅行社？ 赵毅

【回音】

嘉定的A级旅行社有：上海国际

汽车城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驴妈妈

兴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青旅（上

海）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上海顺联

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尊尊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上海槎溪旅行社有限公

司、上海希望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万

得芙国际商务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

凯撒世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嘉灵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

澳林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翔

乐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新嘉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上海上达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上海泰运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上海嬉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 区旅游局

活动预告

适用对象

嘉定户籍以轮椅出行的持证肢

体一级、脊髓损伤残疾人、滚球基地

运动员。

服务流程

第一步：提前预约
适用对象在用车前 2天的法定

工作日8:30-17:00期间，向嘉定区助

残呼叫中心电话预约，预约电话：

59107070，或网上预约，预约网站：

http://myjdcl.ztehealth.com/。
预约时需注明用车事由、目的

地、出发时间、回程时间、用车等候

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和是否需爬

楼机等信息，原则上一事一约。

第二步：预约反馈
呼叫中心根据预约时间先后和

紧急程度，每天 17:00 向服务企业

（上海勇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确认

下一天的用车预约单（遇节假日在

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确认），并反馈

预约对象。

第三步：用车确认
服务企业在收到用车预约单后

1小时内，联系用车对象，告知司机

联系方式，确认用车时间和用车地

址。

第四步：用车服务
服务企业承运车辆带好所需设

备，按预约时间提前到达预约地点，

查验用车对象与预约单信息相符

后，按预约行程提供服务。

第五步：服务完成
用车结束后，需用车对象或家

属在出车单上签字确认。

注意事项

1、阳光巴士主要用于为适用对

象就医、5人以上文体活动的出行等

提供服务。

2、每辆阳光巴士上配备一台爬

楼机，由司机经专业培训后兼任操

作员，为适用对象提供上下楼服务。

3、服务企业为适用对象提供全

天候24小时用车服务（其中法定工

作日的周三为滚球基地运动员参与

训练比赛专用），优先安排就医等服

务需求。

4、服务企业为适用对象提供出

行服务时，适用对象需有健全人亲

属陪同。

5、由承运方提供车上人员险。 一批公园延长开放时间

锦囊驿站

5类人才可直接落户上海
时入初夏。日前，嘉定一批公园延长开放时间，一早一晚散散步，都是极好的。

展览：周口店遗址文物特展

内容：展出“北京人”、山顶洞人遗骸模型，动物骸骨化石，古人类

使用的工具等140余件（套）。

时间：即日至6月25日

地点：嘉定博物馆（博乐路215号）特展厅(地下一层)

电话：59928800
参与方式：直接前往

戏曲：弹词《无冕皇后》

内容：上海评弹团的姜啸博、解燕，将为市民带来弹词《无冕皇

后》。

时间：即日至5月30日

地点：槎溪书场（解放街230弄）

电话：59121299
参与方式：直接前往

比赛：广场舞大赛

内容：举办嘉定区业余联赛安亭镇广场舞比赛。

时间：5月28日

地点：安亭文体活动中心（墨玉路621号）

电话：59571851
参与方式：直接前往

展览：十大瓷厂回忆录

内容：展出上世纪50-70年代的景德镇十大瓷厂典型瓷器，包括

生活用瓷和艺术瓷。

时间：即日至5月30日

地点：安亭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墨玉路621号）二楼展厅

电话：59571764
参与方式：直接前往

申办文件夹

日前，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发布了2017年

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

《上海市居住证》和居住证积分指南、申请本市

户籍办法。除了非上海生源应届生达到72分可

以落户外，符合条件的这5类人才也可以直接落

户。

创业人才

获得科技企业孵化器或创业投资机构首轮

创业投资额 1000万元及以上或者累计获得创

业投资额 2000万元及以上（须资金到位并持续

投资满1年）的本市企业中持股比例不低于10%
的创业人才，在企业连续工作满2年的，可以直

接申办本市常住户口。

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

在本市技术转移服务机构中连续从事技术

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满2年，最近3年累计

实现 5000万元及以上技术交易额（技术合同双

方当事人分别不少于 5家且不是关联企业，技

术合同履行率达到 70%及以上）的技术合同第

一完成人，可以直接申办本市常住户口。

风险投资管理运营人才

本市创业投资机构的合伙人或副总裁及以

上的高级管理人才，已经完成在本市投资累计

达到 3000 万元的，可以直接申办本市常住户

口。

企业高管和科技技能人才

最近4年内累计36个月在本市缴纳职工社

会保险费基数等于本市上年度职工社会平均工

资 3倍且缴纳个人所得税累计达到 100万元的

企业高级管理、科技和技能人才，可以直接申办

本市常住户口。

企业家

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运营本市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担任董事

长或总经理)或持股大于 10%(含 10%)的创始

人。

2、企业连续 3年每年营业收入利润率大于

10%，且上年度应纳税额大于1000万元(含1000
万元)、或科技企业连续 3年每年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大于 10%，且上年度应纳税额大于 1000万

元(含 1000万元)或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等资本市场挂牌上市。

3、企业的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不属于国

家和本市规定的限制类、淘汰类目录。

4、企业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和处罚记录，

无不良诚信记录。

公园

古猗园

安亭公园

青少年活动中心

新成公园

复华公园

陈家山荷花公园

嘉定紫藤园

小河口银杏园

南苑公园

南城墙公园

马陆公园

黄渡公园

汽车博览公园

延长开放期

5月1日-10月31日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全年

5月1日-10月31日

5月1日-10月31日

延长开放期开放时间

启售5:30，停检17:30，闭园19:30
全天开放

全天开放

全天开放

全天开放

全天开放

全天开放

全天开放

全天开放

全天开放

6:00-20:00
5:00-20:00
5:30-21:00

记者记者 顾娴慧顾娴慧//摄摄

声学技术科普基地启用

日前，嘉定文化云“文化众筹”上

线。嘉定文化云上的实名认证用户和

团队用户均可进入“文化众筹”页面发

起众筹，如实填写文化众筹活动申请

表并提交，耐心等待工作人员的审核，

审核状态可在“个人中心”——“我的

众筹”查看。

想要支持“文化众筹”，用户可在

嘉定文化云网站“文化众筹”板块，选

择想要支持的文化众筹活动和支持级

别，是否众筹成功可关注“个人中

心”——“我的众筹”查看。

如何在嘉定文化云发起“文化众筹”

开放实验室

主要结合水声学、语音声学、建筑

声学等多个不同声学研究方向，让市

民更深一步了解不同类声学。

听力测试区

主要为来访受众提供耳道检查、

纯音听力测试、助听器性能检测与参

数调配等公益性服务，该区域由专业

的国家级听力师提供检测服务。同

时，还设计了多场关于“耳朵的奇妙旅

行”互动型科普讲座。

声学展示教育区

主要由东海回声、逐梦深蓝、超声

应用、医疗声学、电声应用、军民融合、

声学科普长廊等版块组成，该区域总

面积超 400㎡。除有展示教育宣传展

板、科研实物等外，还设置有专业化的

海空一体模型展区，为来访市民了解

海洋、探索海洋提供直观的演示模型。

声学实验互动区

目前主要设计了超声乳化、超声

清洗、超声检测、超声雾化等多项互动

性小实验给来访的中小学生体验。

日前，由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以下简称东海站）负责建设及日常运行的声学技术科普基地

启用，这是全市唯一一个专业化的声学技术科普基地。基地总面积约1300㎡，由声学展示教育区、声学实验互

动区、听力测试区、开放实验室等四部分组成，通过展出科研实物、互动体验等，让市民更深一步了解不同类声

学。团体参观需提前与基地工作人员联系，并凭介绍信入场。联系电话：64040088、67084688-5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