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9日7:00，今年刚从

上海电机学院毕业的赵辉在轨交 11

号线三林站下车，他告诉记者，未在嘉

定找到适合的实习机会，他每天5:00

就要从家里出发，到浦东新区三林镇

实习，通常 19：00 才能到家。与此同

时，同为应届毕业生的须豪杰也起床

了，他正在嘉定区经委外贸科挂职实

习。“家住得比较近，10分钟就到了。”

对须豪杰而言，在“嘉”工作不只是缩

短了他的上下班时间。

须豪杰是同济大学制冷及低温工

程专业的研二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在“嘉定青年”微信公众号上了解到

“青年人才回嘉行动”正在召集大学生

“回嘉”。他告诉记者：“当时觉得这是

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就立刻报名

了。”最初，当他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区

经委实习的时候，有些不理解，因为他

所学的专业是制冷及低温工程，属于

工科，和经济学无关。但实则不然，这

几天，区经委正进行四大产业集群企

业认定工作，须豪杰所学的专业涉及

智能制造、电机设计、低温应用等内

容，和目前四大产业认定工作中所涉

及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及机器人

以及物联网三个产业都有关联。“这份

实习工作给了我另外一双眼睛，让我

学会了从经济学视角看待工科问题。”

须豪杰告诉记者，除此之外，他的日常

工作还包括对各个企业的申报材料进

行归类、审核、通知企业查漏补缺等，

“在众多申报材料中，通过财务四大报

表和部分专利证书，我可以深入了解

嘉定很多企业的经营情况及发展潜

力，对我未来在嘉定择业也提供了很

多参考。”

对于“回嘉行动”，须豪杰还提出

了自己的看法，他希望未来能尝试推

出申请人和申请单位的双向选择模

式。“一方面，申请单位是需要新鲜的

血液支撑整个部门的运转，另一方面，

申请人是带着自己中意的单位来申请

的。”诚然，“回嘉行动”的初衷，是为了

加强嘉定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吸引、集

聚更多嘉定籍优秀青年人回“嘉”服

务，而双向选择的模式，将更有利于把

青年人才这些“好钢”用在刀刃上。

记者从团区委获悉，今年的“回嘉

行动”共吸引了 129 名嘉定籍的优秀

大学生“回嘉”，分赴嘉定39家机关、

事业、企业等单位实习。作为其中一员

的王婷玉，因此次“回嘉行动”圆了梦。

“我一直很关注新闻行业，此前也关注

了嘉定的多个新媒体公众号，这次来

报社实习也算圆了我的记者梦。”在嘉

定报社的实习工作，让她看到了一篇

新闻稿，是如何从一个选题经历讨论、

联系采访、外出采访、落笔成稿、排版

编辑到最终变为铅字的全过程。“有很

多人认为，网络时代下传统纸媒可能

会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经过一些时

间的实习，我觉得报纸所渗透的文化

底蕴是无法替代的。”王婷玉如是说。

今年是“回嘉行动”启动以来的

第十一个年头，累计已有1159名大学

生加入“回嘉行动”，在已毕业的 488

人中，有260人确定留在嘉定工作，占

比53.2%。虽然，挂职实习的日常工作

大多是琐碎的，但“回嘉行动”所提供

的工作岗位，不仅让不少土生土长的

嘉定青年能够更进一步熟悉自己的

家乡，还让他们走出象牙塔，从不食

人间烟火的书本世界迅速转型为社

会人。 记者 秦逸超

“杰然”向九寨沟灾区捐款
本报讯 8 月 11 日，上海杰然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松绳赶到区

红十字事务中心，代表企业向四川九

寨沟地震灾区捐款15420元。

8月8日晚间，四川阿坝州九寨沟

县发生的 7 级地震，牵动着全国百姓

的心。周松绳是汶川地震的亲历者，曾

在地震中受过脚伤，他告诉记者：“地

震的无情，灾民的无助，我感同身受，

过去我接受过帮助，现在我也要回报

社会。”这是区红十字会收到的第一笔

对九寨沟地震的爱心捐款。

记者获悉，市民可通过现场捐款

（塔城东路400号）、银行汇款（兴业银

行 上 海 嘉 定 支 行 ，账 号 ：

216130100100093958）和区红十字会

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jdredcross）向

地震灾区捐款。 记者 秦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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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联体”在嘉定实现社区全覆盖

74个小区完成
阳台雨污分离

本报讯 在嘉定的一些老旧小

区，不少居民选择把洗衣机“安家”在

阳台上，既方便晾晒，又节约室内空

间，但这样做也会产生不少麻烦——

洗衣机流出的脏水未经收集和处理直

奔河道，其所携带的化学洗涤剂成分

将对河湖产生严重污染，甚至牵连地

下水资源。记者日前获悉，嘉定从

2015年起，在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工程

中增加了雨污分流改造项目，从源头

减少水体污染源。截至目前，全区共完

成74个小区的雨污分离改造工作。

一般普通楼盘有污水管和雨水管

两套系统。其中，污水管与马桶、厨房

等生活用水管道相连；雨水管与屋顶

相连，每户留一个空调冷凝水的接口。

“污水管是送到污水处理厂的，雨水管

收集雨水后将就近直排进河道湖泊。”

区水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房屋

设计建造较早，大多老旧小区阳台未

设污水管，居民若将洗衣机安装在阳

台，洗衣机排出的污水只能进入雨水

管，不经处理就排进了河道。业内人士

介绍，目前市面销售的洗衣液、洗衣

粉、清洁剂，含磷比例较高，直排会导

致化学元素大量流入河道，造成河水

富营养化现象。而水中的营养越丰富，

藻类生长就越旺盛，从而导致水体发

绿发黑，最终变臭。

“我家住在底楼，没改造之前，楼

上居民家的生活污水，通过雨水管排

入底楼原本仅用来收集雨水或空调冷

凝水的明沟，导致明沟污浊不堪，”家

住金沙公寓小区的居民陆唯平告诉记

者，遇到天热高温时，明沟还会散发臭

味，滋生蚊蝇，让他一直十分困扰。

8月10日，记者在该小区看到，居

民楼外墙上，原本的阳台雨水管全部

“变身”为污水管，并与市政污水管网

系统接通，将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集

中处理。每幢楼的阳台附近位置，还新

增了一根全新的直径为100毫米的雨

水管。记者算了下，该小区有316户居

民，改造之前，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洗衣

机污水直接排入雨水管，倘若按照每

家每天排放10公斤洗衣机污水计算，

每个月为60多吨，数量相当可观。

除改造和新增管道外，雨污分流

改造项目还包括对一些地下雨水管

网、污水管网损坏或堵塞较严重的小

区，进行管道重新敷设和清淤。例如金

沙公寓小区，由于排污设施较为陈旧，

容易出现堵塞现象，改造过程中，施工

方对道路进行“开膛破肚”，将原地下

雨水管网、污水管网进行重新敷设和

清淤。“雨污分流后，不仅小区环境得

到改善，而且雨水出水总管中没有了

污水，减少了对河水的污染。”作为受

益者，陆唯平希望每个老旧小区都能

早日实现雨污分离改造。 记者 冉涛

嘉定连续11年邀请本地户籍优秀大学生回家乡参与建设

1159名青年人才“回嘉”找职业梦想

本报讯 8月10日，通过签约，上

海市儿童医院与嘉定的“儿联体”成员

范围再次扩大。去年以来，这个“儿联

体”成员含有上海市儿童医院、嘉定区

中心医院、南翔医院、安亭医院、区中

医医院、区妇幼保健院，这次扩大后，

纵深覆盖到了嘉定全部 13 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扩大化的“儿联体”建设主要以儿

童家庭雾化适宜技术推广和高危儿保

健两大项目为抓手，盘活“儿联体”现

有资源。也就是说，“儿童家庭雾化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将由市儿童医院牵

头制定统一的诊疗规范和设置要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置专科治疗药

物、专用的雾化仪器设备等，并由经过

培训的全科医生指导儿童家长开展规

范化的家庭雾化，减少患儿不必要的

往返，提升全科医生的儿童健康服务

能力。

“0-3 岁高危儿分级管理和早期

综合干预”项目是针对早产及足月高

危儿，按出生危险因素和发育风险，在

社区或区妇幼保健院接受分级管理。

对于体格和（或）神经精神发育迟缓的

高危儿，适时通过高危儿三级管理网

络平台，及时转诊至儿童医院，接收进

一步的随访和干预、治疗和康复，使高

危儿能得到及时、全面的早期干预或

康复治疗。 记者 唐敏

记者从嘉定公租房公司获悉，位于菊园新区平城路955弄的“福临佳苑”将于8月23日正式签约入住。“福临佳苑”是嘉

定首个自建公租房社区项目，同时也是区级人才公寓，有房源564套，以45平方米小户型为主，根据楼层分布，租金分别为

1100-1300元/月，1280-1480元/月，低于市场价格。图为福临佳苑公租房样板房。 记者 赵一苇/摄

宜居家园共创

嘉定区第二中学正在筹备编写

《嘉定二中校志》（暂定名），特向全校

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海内外校友

及社会各界征集校志资料。

本次征集的资料包括反映学校各

个历史时期（含南翔义务职业学校、南

翔初级技术学校、南翔农业技术学校、

江苏省南翔农业学校、嘉定县南翔中

学、嘉定县第二中学）的文字、图片、照

片和实物等，简述如下：

1、学校各个历史时期有史料价值

的教材、教具、教案、试卷，工作证、借

书证、录取通知、学生名单、成绩单、学

生证、毕业证、毕业照片、校友通讯录、

纪念册以及学校徽标、印章等实物或

照片、图片等。

2、反映学校发展进程的文字资

料、照片图像，包括学校各个时期的校

舍图片，反映师生校内外工作学习情

况的文章、照片、新闻报道、声像资料，

早期教职工的名录或通信录、班报校

刊、笔记日记等。

3、学校历任校长的相关资料。

4、历年来学校教职员工编写出版

的著作、获得区县级及以上奖励表彰

的证书或相关资料。

5、校友反映在校期间学习生活的

文章、回忆录等，校友主持或编撰出版

的各类著作。

6、重要领导人来校视察照片、报

道，领导人的题词、手迹等。

7、其他有史料价值的资料和实物

（或复制件）。

征集时间：

从即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征集的资料，请附简要的文字说明，内

容包括时间、地点、事由、主要人物姓

名、原学校和班级、现工作单位、联系

电话等。请直接交送或邮寄至嘉定二

中校志编写组。注明寄件人姓名、详细

通讯地址、邮编及联系电话。

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德华

路388号嘉定二中文昌楼411室，邮政

编码：201802

联系人：姜珊、赵丽亚

联系电话：021-59121146(传真)

021-59127834

电子邮箱：zhuoya1213@163.com

上海市嘉定区第二中学
2017年8月8日

嘉定区第二中学校志资料征集启事

遗失声明
上海嘉定侨星装潢工程部，遗失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开 证 号 ：

J2900001427602，现声明作废。

金 晓 枫（310114199301141614），

于 2017 年 6 月 17 日在永乐嘉定店购

买“美菱冰箱 BCD-568WPBD 流沙

金”一台，提单号：1694215901，发票

号：03774050，金额：4799元，因保管不

当遗失该货品发票，现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