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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社会··民生民生

近日，G320 文旅连廊环境整治

提升专项行动在朱泾镇拉开了帷幕。

G320 国道作为朱泾镇“15 分钟

社区生活圈”分割南北的交通要道，

沿线公共绿地不足，同时景观面貌

差、缺少活动空间等情况是市民较

为关心的事项。朱泾镇综合考虑绿

地位置、面积、现状、周边环境等因

素，通过专项行动，将“公园+”概念

融入道路周边，计划在 G320 国道朱

泾镇镇区段（张泾河—斜塘港）建设

“朱溪胜境”“灵雨花海”“泾水棹韵”

三个口袋公园和若干个街心花园，

为市民提供休闲、文化、健身等公共

服务，改善城镇环境，形成绿色开

放、活力宜人的公共空间，同时让游

客在前往旅游目的地的途中也能感

受金山之美，实现从交通要道到旅

游生态长廊的转型。

从细微处着手，让城市的“边角

料”焕发新颜，推动人居环境再提

升。G320 国道、沈浦泾南路路口，

是镇区对外交通与内部交通衔接和

转换的节点，现状绿地养护面貌较

差，缺少文化元素，部分草坪被居民

种植了蔬菜，影响市容环境。周边

以老旧小区为主，居住人群大多为

老年人和小孩，小区内缺少休憩交

流空间。为此，朱泾镇计划在沈浦

泾南路西侧，打造一处占地面积

5726 平方米的“老幼友好型”共享空

间，内部设置主题雕塑、文化展示

廊、驿站、微型跑道、童趣乐园、休闲

坐凳等设施，植物配置以桂花、腊

梅、月季、迷迭香等芳香植物为主。

“朱泾以河得名，古称朱溪，该

处口袋公园将融入朱泾民俗风情及

其他朱泾本土文化，所以命名为‘朱

溪胜境’，整体以水为元素，流线型

道路铺装，曲线带状矮墙贯穿在绿

化中，体现古镇水韵文化。建成后，

将成为一处同时满足老年人休憩、

幼童活动、青年人交流的多功能公

共场所。”镇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

负责人介绍说。

同样，G320 国道（罗星南路—东

风南路）路段将新建一座占地面积

6546 平方米的“灵雨花海”口袋公

园，该处毗邻朱泾汽车站、东林寺和

五福商业广场，人流密度大，是展示

朱泾城镇形象的迎宾窗口路。因离

东林寺较近，故该园以“荷花”为设

计灵感，利用花型金属板设计成景

墙、镂空景观廊架，其中内置灯光，

使荷花与景观融合，灯光从镂空金

属板射出，形成繁花似锦的景观空

间。同时，把我区有名的旅游景点、

名胜古迹和文化元素以剪影或文字

形式与景墙结合，以此加深市民和

游客对金山的印象。

此外，G320 国道（健康南路—五

人港）地块占地面积 9067 平方米，南

侧有朱泾小学，东北侧有西林中学，

活动人群以青少年为主。据悉，该区

域计划打造一座促进青少年交流、学

习、运动的“泾水棹韵”口袋公园。该

口袋公园把船子和尚《拨棹歌》诗集

融入景观当中，同时设计滑板场地、

趣味攀岩墙等青少年户外运动场所，

并在局部活动空间中融入党建文化，

让学生与周边居民在景观中汲取红

色力量，在互动中延续红色血脉，打

造一个“显文化、有温度、传精神”的

“港湾”式口袋公园。

“点”上添彩、“线”上增色、“面”

上提质，身边“小小的口袋”，承载着

离市民最近的“诗与远方”,也承载着

城镇触手可及的高品质绿色生态空

间，是“宜居朱泾”最温暖的注脚。

通讯员 姚丹萍

本报讯 （记者 杨
季峰）自 6 月 20 日起，

金山铁路列车车次全

部 恢 复 ，达 到 37 点 5
对，金山卫站北进站口

和 出 站 口 也 恢 复 开

放。不少市民表示，恢

复后，乘坐金山铁路可

选择的车次多了，而且

基本都能找到座位。

当天上午，在金山

卫站北广场，原先封闭

的进出站口已恢复开

放，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正在逐个检查乘客的

健康码和 72 小时内核

酸阴性证明，确认无误

后方可进站。

为确保北广场开

放后，所有的设施设备

能够正常运行，金山卫

站也是做足了准备工

作。“针对北广场的开

放我们主要做了三项

工作，第一就是对北区

域所有客运的设备设施进行检查和

测验，确保北广场全部开放以后客运

组织的有序，第二就是对北面区域全

面消杀，第三就是抽调管理人员和工

作人员，对每位进站乘客进行验码，

确保乘客安全。”金山卫站客运负责

人蒋海峰介绍说。

与此同时，金山卫站也积极落

实每两小时一次预防性消毒，以及

每天营业结束后的全面性消毒。随

着金山卫站北进出路口的开放，公

交金山 4 路、7 路和 10 路始发站迁回

北广场，金山铁路配套公交系统运

能同步恢复。

6 月 17 日下午，在山阳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处，家

庭医生柳佳妮正向来自戚家墩社区

的石老伯说明情况。原来，82 岁的

石老伯患有基础疾病，并常年吃药，

为打消疫苗接种的顾虑，他提前准

备好“药品卡牌”和病历本，现场咨

询医生。听完医生判断后，石老伯

高兴地说：“现在可以放心接种了。”

近日，山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为 80 岁及以上老年人开设新冠

疫苗接种专场，为符合接种条件的

辖区居民提供服务。

当天，葛先生陪着 84 岁的母亲

前去接种点，进行新冠疫苗第一针

接种。“一听到今天有老年人疫苗接

种专场，就过来了。”葛先生表示，

“虽然我母亲平时不出门，但家里人

都在一线工作，接触的人比较多，有

一定的风险，还是接种疫苗更安

心。”

“我们还在龙湾华庭活动中心

开设固定接种点，让居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高效便捷的疫苗接种服

务。”山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

任钱敏介绍说，“之后也会定期通过

家庭医生，加大对老年人新冠疫苗

接种的宣传力度。”

据统计，仅 6月 17日下午，山阳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完成新冠疫

苗接种 88剂次。其中，8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 47 剂次。

除开设 80岁及以上老年人专场，设

立疫苗接种“专车接送”温情服务，

山阳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针对辖

区内已签署家庭医生但未接种疫苗

的老人，进行“一对一”咨询，详细了

解其身体情况，讲解疫苗接种的必

要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帮老年人消

除顾虑，提高接种意愿。

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机体

免疫力下降，特别是 80岁以上老年

人患有基础疾病比例较高，一旦感

染新冠病毒，易发展成为重症或出

现死亡的概率。区卫健委疾病预防

和健康促进科科长陶建秀建议，符

合接种条件的 80 岁以上老年人应

尽快接种疫苗，建立免疫屏障。

记者 杨惠聪 通讯员 姚佳玲

基本案情
张某从开发商处购

买房屋一套，入住后发现

房屋负一层所有电源插

座无法使用，只要一经合

闸，全单元总闸跳闸。张

某多次联系物业公司和

开发商未果。为此，张某

将开发商诉至法院，要求

其承担电路修缮费用。

开发商辩称，房屋已通过

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不

认可案涉工程质量有问

题，不同意张某的诉讼请

求。审理过程中，张某申

请对房屋用电无法正常

使用的具体原因、修复方案及修复费

用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

见，认为用户无法正常用电的具体原

因为地下一层插座线路之间存在短

路，修复方案分为明敷设和拆除原装

插座线路恢复原状修复，其中明敷设

修复费用为5000元，恢复原状修复费

用为3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开发商作为建设单

位，对其交付的房屋应当承担质量瑕

疵担保责任，对存在质量问题的房屋

应当及时予以修复。本案中，出现质

量问题的电路系统虽不属于房屋主

体结构，但仍是房屋整体的组成部

分。尽管房屋整体通过竣工验收，但

不影响开发商对经鉴定确定存在的

问题承担修复责任，开发商始终未予

修复，应当赔偿张某的修复损失。关

于修复费用的标准，张某不同意适用

明敷设配管配线的修复方案，综合考

虑案件质量问题的起因、程度和持续

时间，以及开发商在解决问题过程中

的作为情况，法院最终判决开发商按

照恢复原状修复方案赔偿张某修缮

费用，并承担本案鉴定费用。

典型意义
电路插座是房屋的重要组成部

分，尽管该瑕疵在房屋交付验收时不

易被发现，但却实际影响张某的日常

用电和生活起居，且持续多年未得到

解决。本案裁判不仅明确了开发商

对出售房屋的质量瑕疵担保责任，而

且明确了全面、充分保护的原则，最

大限度地保障房屋买受人的合法权

益。同时，有助于引导房地产企业重

品质、守诚信，对构建诚实、守信、和

谐的房地产市场环境贡献司法力量。

验
收
交
付
后
发
现
质
量
问
题

房
屋
开
发
商
也
需
承
担
责
任

上海市金山区朱胜栋日用百货

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310116MA1LWANJ1L，声

明作废。

上海市金山区徐欢奶茶店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正本编号：

JY23101160213407，声明作废。

G320国道朱泾镇镇区段将新增三个口袋公园

打造离市民最近的“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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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价商品 参与单位

类别

冰
淇
淋

品牌

八喜

和路雪

光明

伊利

商品名称
八喜纯正牛奶冰淇淋
八喜纯正牛奶冰淇淋
迷你可爱多甜筒 提拉米苏、
朗姆口味冰淇淋
梦龙香草口味冰淇淋
光明赤豆棒冰
光明绿豆棒冰

光明盐水棒冰

光明经典三色冰淇淋

伊利甄稀热带芒果冰淇淋

伊利牧场香草味冰淇淋

伊利小雪生雪糕牛奶巧克力
口味
伊利舔一舔牛奶味冰淇淋

规格
550g/杯
550g/杯

200g（10支）/盒

320g（5支）/盒
1.84kg（20支）/盒
1.84kg（20支）/盒

1.36kg（20支）/盒

630g（6杯）/盒

270g/杯

270g/杯

65g*6支/盒

45g*7支/盒

华润万家

石化

22.9

24.5

20.9

农工商

石化

世纪联华

朱泾
41
41

15.9

吉买盛

朱泾
40.9
40.9

15.9

36.8

10.9
6.9-6.26

大润发

石化

21.6
21.6

14.4

21.6
12.1

6.8-6.21
12.3

6.8-6.21
12.3

6.8-6.21

永辉

石化
40
40

16.9

47
19.2
19.2

12.7

19.2

20.8

19.8

20.9

20.9

大大方方“晒”价格
日期：2022年6月20日

单位：元

备注：1、上述价格为各经营门店上报的所售商品标价签上所示的当期价格。2、标价最高的用红

色表示，标价最低的用绿色表示。3、石化农工商指农工商115店(蒙山路店)。4、晒价格网址：http://

www.jsfgw.gov.cn （“价格行情”栏目）5、联系电话：57921072 金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汇编

在廊下镇明月山塘景区的民宿

“塘舍桃”前台，市民姚女士和朋友正

在办理入住。民宿管家李阿姨核对

了预约登记信息后，对他们进行测

温，并逐一核验了防疫健康信息。此

外，为做好疫情防控，民宿工作人员

对公共区域进行定期消毒，提醒客人

在公共区域全程佩戴口罩。客人在

宿期间需定期做好核酸采样，并每日

提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随着旅游市场逐步恢复，游客对

个性化定制旅游的咨询越来越多。

在廊下生态园的露营营地，游客可以

体验露营烧烤、星空电影、家庭聚会

等，各种玩法、各种活动，各种定制皆

可实现。

中午11时，在新村路大章鸽旗舰

店餐厅入口处，前来用餐的顾客们自

觉排队，扫描场所码进行验证后进入

餐厅。据餐厅负责人秦兰介绍，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餐厅每日三次对餐厅

内外进行消毒，服务员安排客人隔桌

就坐，确保餐桌之间的安全距离，堂

食人数不超过座位总数的 50%。此

外，餐厅所有员工除了持有效健康证

外，每日上岗前还需进行一次核酸检

测，并凭 24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方可上岗。

为确保市民游客就餐安全，廊下

镇食安办联合市场监管所、城市综合

行政执法队等多部门，对餐饮服务单

位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对检查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

通讯员 孙佳玲

廊下郊野旅游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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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阳村苗圃发生火灾，请立刻

派人来灭火！”最近，廊下镇的巡逻民

警在巡逻林地时发现景阳村一家苗

圃发生火灾，并立刻报火警，消防队

及时赶到将火扑灭，避免了更大灾情

发生。这次火灾能够及时发现，得益

于金山在廊下镇率先开展林长制试

点工作。

据介绍，廊下镇自2021年11月率

先探索实施林长制以来，便在全镇范

围内推行林长制“一林一警”工作，按

照属地管理、便利工作的原则，以镇、

村居二级林长责任区为基点，每个村

居作为警务责任区，配备一名警长，警

力部署要确保将警力深入林地一线，

实现立体化指挥、扁平化作战、协作化

办案，执法监督责任全覆盖。通过建

立具有林业特色、公安特点的现代警

务和执法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公安机

关在生态保护的关键作用，配合各级

林长履职，狠抓资源保护，打击涉林违

法犯罪，为林长制保驾护航。

同样，漕泾镇也开展了林长制的

试点工作。在镇级层面，漕泾镇设立

林长制办公室，负责林长制工作的推

进落实、组织协调、督查检查等，同时

负责辖区内巡查队伍管理。各村（居）

在各自网格化管理区域内增挂林业资

源管护工作站牌子，实行划片包干。

据悉，东海村已率先建立村级林长制

工作站试点，为林长制有效运行提供

经验。值得一提的是，漕泾镇充分利

用“四张清单”社会治理模式，形成“林

长制+四张清单”工作机制，并依托“一

网统管”平台，不断完善林地、绿地和

湿地资源管理“一张图”“一套数”监测

体系，系统推进“互联网+林长制”应

用，积极推进智慧林长建设。

前期试点的成功，为全面铺开金

山区林长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6
月 15 日下午，我区召开林长制启动

大会暨区总林长会议，会上金山区人

民政府与 11 个街镇（园区）签订了工

作责任书，并对全区推行林长制工作

作了全面部署。

近年来，金山始终坚持绿色发

展，加大环保投入、持续铁腕治污，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 2021
年底，金山现有林地 10324 公顷，其

中森林面积 8635 公顷、森林覆盖率

14.73%；绿地面积 12728.28 公顷，其

中公园绿地面积 748.28公顷，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 9平方米；湿地面积 5619
公顷，湿地保护率 11.25%，55 种野生

动物在金山和谐安居，137 株古树名

木在这里伴随着百姓繁衍生息。

下阶段，金山将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高质量完成年度建林造绿

任务；聚焦“两条线”，即交通线、河道

线，“三个区”，即工业园区、住宅小

区、公园景区，充分挖掘造林潜力，不

断提升森林覆盖率；摸清家底，理清

资源底数，落实林绿湿资源“一张图”

“一套数”，各单位形成“一行业一图”

“一街镇一图”和“一村居一图”；实行

基层“一长两员”网格化管理，坚持

“依法治林”的基本方针，强化工作保

障和考核，在推深做实林长制工作上

争先创优；突出特色，形成推深做实

林长制工作的强大合力，结合自然资

源保护、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治等

工作，深化“林长+检察长”“林长+警

长”工作机制，积极探索诸如“林长+
村民小组长”“民间林长”等“林长+”

模式；积极推进吕巷、朱泾开放式休

闲林地的建设，着力推进 9 座城市公

园、乡村公园和口袋公园的申报建设

任务，结合金山大道和G320国道“两

廊”整治提升工程等建设项目，推进

市级林荫道、绿化特色道路创建，将

绿道建设与城市慢行系统有机结合，

构建城区绿道网络，满足市民日益增

长的生态消费需求。

记者 项竹彦 通讯员 黄蓉

目前，金山全区 393 个居民小

区、2293 个村民小组已成功创建“无

疫小区（村组）”，实现全覆盖。在此

基础上，我区认真贯彻全市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有序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总体要求，以

既要放得开、也要管得住为原则，定

标准、分场景、有重点、设底线，6月集

中开展提档升级行动，努力创建一批

“无疫示范小区（村组）”。

山阳镇戚家墩居民区所辖小区

有海上明珠园、海浒新村、华府海景，

共有 5000 余名居民。为了守住来之

不易的创建成果，居民区在做好服务

的同时，坚持守好门、管好人，全力筑

牢疫情防控安全线。疫情期间，戚家

墩居民区将住户信息以居民小区成

册、楼组成页的形式，形成“一区一

册、一楼一页、一人一档”，及时掌握

社区困难群体的动态信息，为他们提

供定制式、精细化的暖心服务。

创建“无疫”小区（村组）不易，守

住“无疫”成果更难。我区立足社区

常态化防控和正常生产生活需要，优

化完善人员、车辆等出入管控措施，

做到入口管理好；加强实有人口排

查，对相关重点人群做好信息排摸登

记，做到情况排查好；积极开展“爱国

卫生月”行动，加强环境清洁整治和

预防性消杀，做到环境维护好；引导

居民加强个人日常防护，着力提高老

年人疫苗接种覆盖率，做到个人防护

好；健全完善网格化管理服务网络，

大力推广“微格治理”“楼组自治”等

工作法，做到群防群控好。

暑假到来，大学生陆续返金，为

此，山阳镇香颂湾居民区建立“提前

建档、三色分类、专人负责”的管理模

式，提前扫楼排摸放假返金大学生底

数，明确每一名大学生的基本信息、

返金时间等，梳理形成“一人一档”，

并根据来源地的风险等级按照“橙

色、黄色、蓝色”进行分类，同时赋予

相应颜色门禁卡，便于出入管理。

“你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号码报一

下。”一大早，张堰镇百家村的人口登

记信息员单玉琴就开始对村里的入住

人员进行新一轮排查核对。百家村因

紧邻张堰镇区，常住外来人员就有

1200余名。为加强疫情防控力度，村

里建立了一套“以房管人”村民电子档

案，里面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

号码等基础信息。

村居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防线，也

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重要阵地。

金山卫镇卫城村是典型的城中村，人

口 2400 多人，沿街商铺 150 余家，外

来人员多且流动频繁，再加上一户多

人、厨卫合用等居住现状，疫情防控

工作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为此，卫城村实行了社区网格化

管理，在原来五个网格的基础上，以辖

区沿街商铺为单位，新增了一个网格，

并严格落实各网格责任，由村党总支

书记胡东梅担任总网格长，其他两委

班子成员担任子网格长，每个网格再

配备若干志愿力量，开展相关排查以

及服务管理等各项工作。

据了解，我区将进一步加强“落

脚点”管理，聚焦老旧小区、城中村、

商住混合小区、沿街店铺、企业集体

宿舍等五种特殊场景，做到“一场景

一方案”，分类强化管控措施，加强力

量配备，优化出入管理，强化环境消

杀，精准排摸信息，动态掌握重点人

员情况，确保各项防控措施不漏一

户、不落一人，不断巩固提升社区疫

情防控总体效能。

记者 冯秋萍

我区开展“无疫小区（村组）”提档升级行动

“一场景一方案”守住“无疫”成果

我区全面推行林长制

以“林长制”实现“林长治”

本报讯（通讯员 纪鹤）眼下，

位于高新区的上海裕田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正以冲刺速度恢复正常

的生产秩序，全厂 9个车间近 40条

流水线马力全开，将产自各优质原

产地的南北货商品打包封装后运

往全国市场。

据悉，裕田农业成立于 2012
年，公司主营南北干货、五谷杂粮、

坚果炒货等千余种产品，在长三角地

区的干货企业中位居头部，其中产能

50%供应上海本地市场，剩余一半则

主要依托长期合作的零售商超网络，

销往全国其他省市。

本轮疫情暴发后，为了配合全市

统一的封控措施，公司自 3 月底开始

转入闭环管理模式，为家乐福、大润

发、盒马等下游连锁商超品牌以及社

区保供物资采购渠道供货。期间，

裕田农业在物流不畅的情况下克

服各种困难，积极参与到上海市的

物资保供工作当中。裕田农业也

成为了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以及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物资保障组联合官方认

证的上海市生活物资保障供应重

点企业。

6 月 16 日一大早，

漕泾镇增丰村村民乘

坐村里安排的大巴，从

亭林大居统一前往漕

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做体检，村干部也早

早来到现场作引导，村

民按照体检项目单依

次排队检查。与百姓

健康息息相关的居民

健康体检提升项目受

疫情影响停滞两个月

后又重新启动，漕泾镇

各村按实际情况分批

开展。

较之往年，今年的

体检项目在原来的基

础上有了进一步提升

优化，共有中医体质辩

识、B 超、CT 等 11 个项

目。增丰村村干部介

绍，村民的健康意识也

在逐渐加强，村民的体

检率比往年要高。今

年 67岁的孙阿婆表示，

她之前体检查出了肿

瘤，及时进行了治疗，

现在恢复得很好，所以

每年的体检她都会参

加，也非常感谢政府提

供这么好的服务。据悉，这个项目受

益人群为60周岁以上老年人。

去年 12 月，在漕泾镇第二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漕泾镇

以人大代表票决制形式，确定了2022
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分别是浦卫公

路公交枢纽和公共停车场新建工程、

朱漕公路路灯及候车亭改造、“幸福

80”2.0版、居民健康体检提升项目和

绿地二期水箱二次供水改造项目。

今年是漕泾镇实行民生实事项

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的第二年，漕泾镇

也是金山首批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制的街镇。民生实事项

目票决制旨在真正把群众的意愿和

需求体现在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中，集

中力量解决一批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进

一步推进决策工作民主化、科学化、

规范化。

据了解，朱漕公路路灯及候车亭

改造项目已于今年 2 月全部完工并

投入使用，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出行。

目前，除了体检项目外，其他实事项

目也正在抓紧推进中。漕泾镇人大

还针对性成立了专项跟踪监督小组，

人大代表从实事项目立项、票决、建

设全过程参与监督，确保实事项目落

实落细，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 通讯员 徐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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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田农业裕田农业””4040条生产线马力全开条生产线马力全开

（上接第1版）高新区平安广场采集

点、亭林镇中山居委灯光球场采样点

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区还根据企业

需求，进一步优化设置核酸采样点、

灵活安排检测时间及调整核酸采样

（辅助）人员储备。通过开展线上理

论和线下采样操作培训，企业自采核

酸减少了员工外出采样的时间和风

险，保障了企业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两不误。

据介绍，采样车借鉴“早餐车”

的形式，以移动采样的方式提高机

动性。流动核酸采样车开放两个窗

口，分别用作扫码和采样。车顶装

有灯具，方便夜间照明。车内配备

了紫外线灯、消杀工具等，确保环境

安全。

市民如有检测需求，可通过“随

申办”App、“随申办”微信、支付宝小

程序，在首页点击“核酸采样点”即可

查询到采样点地址、服务时间等信

息。需要注意的是，“随申办”上会显

示每个点位的开放服务时间和忙闲

状态，点位现场也会有服务时间公

示。市民在结合“随申办”查询时，要

注意点位的服务时间和忙闲状态，选

择合适的 时间前往。

本报讯 （通 讯

员 俞翔）伦敦大学学

院、帝国理工学院、墨

尔本大学、多伦多大

学……当绝大多数高

考 生 还 在 考 前 复 习

时，位于枫泾镇的上

海枫叶国际学校 2022
届高三毕业生已经陆

续拿到这些世界名校

的录取通知书。

据悉，截至 6 月 10
日，上海枫叶国际学校

2022 届 196 名毕业生，

共收到中国、英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等 9 个

国家和地区院校的 604
封录取通知书。其中 7
名学子共收到 8封世界

十强大学录取通知书；

145 名学子收到了总计

468 封枫叶百强大学录

取通知书，枫叶百强名

校录取率为 73.98%，创

上海枫叶国际学校高

三录取历史新高，共获

奖学金86.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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