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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山区果味居食品店遗

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证件

编号：280008201806200019（20），声

明作废。

上海市金山区顾叶康服装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执照编号：

280010201810190045（46），声 明 作

废。

遗失声明

投资修建的民防工程战时能保
护一定的战争潜力

海湾战争前，伊拉克曾准确预

测到将与美国发生战争。为对付美

国可能的空袭行动，预先聘请欧洲

一些国家的专家帮助修建了大量民

防工程和设施，形成了样式复杂、功

能较为齐全的民防工程体系，如地

道、工事、坚固的地下隐蔽所和指挥

所等。

据报道，英国的一个工程经理

公开他曾受雇于伊拉克政府建造

地下工程的经历；德国某工程师展

示了他曾参与设计的伊拉克总统

地下指挥所的建造图纸。在首都

巴格达的主要街道，战前十多年来

伊拉克政府每新建一幢官方建筑

物，都要提供一个地下工事。工事

实用、可靠，有细小的密室和宽敞

广阔的地下军营。在主要街道之

下，地道长达数千米，遍布防空洞、

指挥所和隐蔽所，足以容纳数千名

士兵和平民。其中，共和国卫队的

指挥所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设施齐

全，里面储存了大量食品、水、日用

品等生活必需物资，并建造了完

善、可靠的通讯设施。这些通信设

施将地道、工事和指挥所与北部的

隐蔽所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能隐

蔽、机动和出击的综合作战保障系

统。

不仅于此，为了保护精锐部队

免受袭击，伊拉克还建造了许多专

门用于屯兵的地下隐蔽所。其中设

于西朱佐德行政大楼电影院下面的

工事，于 1990 年 12 月完工，耗资

7500 万英镑，面积达 450 平方英

尺。庞大的地下工事体系由指挥哨

所、养病室、清除污染（毒气或辐射）

室、军火库、厨房、干粮库和饮水库

等多个子工事构成，具有较强的综

合功能。工事里面安装了电脑终端

机、电子打字机和热线等足够的电

子设备，可容纳 30—50人，各种齐全

的电子信息设备可让指挥员随时掌

握战争的进展情况；储藏的作战物

资量足类多，可以满足作战力量坚

持长时间抗战。工事外面是 2 英尺

厚的混凝土墙体，并有钢筋加固，可

抵挡500磅炸弹的爆炸力。

伊拉克政府修建的这些防空设

施，许多具有复合功能，融住宿、宗

教活动、游览和防空于一体。如总

统在巴格达机场附近的阿布古拉普

宫，地上有 60—70个房间，地下有坚

固的掩蔽所，设有通讯中心、卧室和

餐厅等。在其他防空所需的设施方

面，伊拉克在两伊战争爆发后，就在

所有大小城市安装了各类防空警报

器和必要的通信系统，用于空警报

知和传递。

伊拉克不仅政府在平时投资大

量修建防空工程和设施，临战前当

局还号召广大市民利用一切条件，

抓紧修建防空洞，用于在多国部队

空袭时自身防护。并发布命令，要

求多层建筑的住户将其地下室改建

成防炮弹掩体，做上标记，以应付战

争和便于其他人知道躲避炮火的地

点。

事实证明，伊拉克大量投资修

建的民防工程和设施经受住了以美

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长达 38 天的空

袭，对保护伊拉克战争潜力起了一

定作用。

（摘自《上海民防》微信公众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了三

季度电信服务质量通告，从电信服务

基本情况、电信用户申诉举报情况、

电信服务监管情况、经营及消费提示

等四个方面通报了有关情况。通告

显示，工信部组织对 48 家手机应用

商店的应用软件进行技术检测，发现

违规软件 53 款，涉及违规收集使用

用户个人信息、恶意“吸费”、强行捆

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等问题，已责令

下架。

同时，工信部组织对 62 家互

联网企业 65 项互联网服务进行抽

查，发现 12 家互联网企业存在未

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

未告知查询更正信息的渠道、未提

供账号注销服务的问题，已督促整

改。

经营提示
1.各企业要严格贯彻落实《工业

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电信资

费营销行为的通知》（工信部通信函

〔2018〕276 号）文件要求，推出符合

用户需求的资费方案，进一步规范

资费营销行为，切实保障用户的知

情权、选择权等合法权益。

2.各企业要严格贯彻落实《综合

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的要

求，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语

音通信业务和资源管理，严控骚扰

电话传播渠道；全面提升技术防范

能力，提升骚扰电话拦截能力，防范

电话扰民。

消费提示
1.工业和信息化部提醒广大用

户，通过正规渠道办理电信业务，认

真了解所办业务资费、收费情况，结

合自身需求选择适合的产品。定期

查看消费账单，如有不清楚的问题

及时拨打电信企业客服电话进行查

询。

2.工业和信息化部呼吁社会各

界广泛参与，群策群力防范治理电

话营销扰民，共同营造清朗的通信

环境。广大用户受到电话营销骚扰

时，可通过电话、网站或手机应用等

途径向 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

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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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国内外精彩影

片扎堆上映，包括《毒液：

致命守护者》《神奇动物：

格林德沃之罪》《你好，之

华》《滴答屋》等在内的 30
余部影片陆续上映。

本周五，由 J.K.罗琳

创作、埃迪·雷德梅恩、约

翰尼·德普、裘德·洛等人

主演的影片《神奇动物：

格林德沃之罪》将上映。

该片衔接电影第一部结

尾，讲述黑巫师格林德沃

将再次掀起风浪，巫师世

界越来越黑暗，纽特和邓

布利多联合阻止魔法界

的混乱的故事。

同日上映的还有国

产荒诞喜剧电影《无名之

辈》。该片讲述在一座山

间小城中，一对低配劫

匪、一个落魄的泼皮保

安、一个身体残疾却性格

彪悍的毒舌女以及一系

列生活在社会不同轨迹

上的小人物，在一个貌似

平常的日子里，因为一把丢失的老

枪和一桩当天发生在城中的乌龙劫

案，从而被阴差阳错地拧到一起的

故事。

此外，喜剧片《憨豆特工3》、动画

片《无敌破坏王 2：大闹互联网》、悬

疑科幻片《克隆人》等也将先后上

映。

记者 陆辰丽

工信部下架53款APP：恶意吸费、违规收集个人信息

本报讯（记者 罗迎春 勾瑞 樊
国庆 见习记者 朱悦昕 通讯员 车
健）冬季是膏方进补的最佳时节，可

增强体质、祛病强身，因此受到越来

越多市民的追捧。立冬过后，我区各

大医疗机构也陆续推出特色膏方服

务，为市民支“膏”招。

近日，区中西医结合医院“2018
膏方季”正式启动，活动现场除了本

院专家外，3 位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龙华医院中医内科的市级专家

也来到金山为居民把脉问诊。据了

解，在 11 月 10 日—1 月 12 日膏方季

期间，医院将有近 20 名本院及市级

专家为市民量身开设膏方门诊，涉及

内科、外科、妇科等，主要针对慢性疾

病、亚健康、慢性疲劳综合症等进行

调理。

除了二三级医院开展膏方季活

动外，部分社区也把专家请到家门口

为居民服务。11 月 11 日，家住朱泾

的郁阿伯特意赶到金山工业区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参加当天举行的膏方

节活动。活动现场，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上海市中医医院名老中医诊疗

所的专家为居民把脉开方，相比于市

区名院专家一号难求、路途遥远的情

况，家门口的活动格外受到老年人的

欢迎。“以前我们都要赶到市区去配

药，专家医生到金山来，对我们老百

姓来说方便多了。”郁阿伯说。

据了解，金山工业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为了满足居民的需求，特别在

今年开通膏方预约服务，预约人数达

到一定人数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

会邀请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上海市

中医医院名老中医诊疗所的专家来

医院为居民开方，居民也无需承担膏

方门诊高额的挂号费。

专家介绍，膏方药性温和、作用

持久，适当进补能够为市民增强体

质、祛病强身，膏方的主要适用对象

包括慢性疾病或久病体虚者、亚健

康状态者、术后产后康复患者等人

群，但某些疾病患者并不适合。此

外，网购膏方的方式也不推荐，膏方

需要辨症施治、一人一方，有需要的

居民可以前往附近医疗机构进行了

解。

据介绍，服用膏方的合适时间一

般在 50 天，服至立春前结束。因膏

方制作需要一定时间，居民可提前开

方准备。目前，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

院、亭林医院等医院的膏方预约服务

也已开始，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在各家

医院官方微信了解专家等详情。

换个方式听“子曰”
11月11日，2018“鑫视界”艺术鉴赏系列活动之田耘社原创

相声剧《子曰》在区文化馆爆笑登场。全剧以《论语》中的“子

曰”为创作提纲，运用相声艺术的语言技巧，结合京剧、评书、快

板、双簧、舞蹈、古琴等艺术手法，借鉴戏剧的舞台呈现方式，融

入相声演员的人文情怀，讲述了凡人孔丘到圣人孔子的成长经

历，让大家在开怀一乐的同时增长知识。

记者 朱磊 杨嘉婕/文 庄毅/图

本周气温平稳
周后期迎降水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

本周我区将维持多云或阴的天

气，气温变化平稳。但周五前

后，又将迎来一波降水。温度

方面，本周没有明显的冷空气

影响，最高温度变化比较平稳，

最高温度在 18—19℃，最低温

度在11—13℃。

记者 勾瑞 见习记者 朱悦昕

天 气

进补有“膏”招
我区各级医疗机构推出膏方特色服务

“草原百灵鸟”来了
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是我国第一支乌兰牧骑，这支草原上的“红

色文艺轻骑兵”被誉为“草原百灵鸟”。11月11日，这支队伍来到金山，为市民

带来《我从草原来》专场演出。草原长调《辽阔的草原》、二重唱《敖包相会》、

顶碗舞《祝福》等，都表现了对辽阔草原的无限热爱和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

愿，整场演出充满着浓厚的蒙古族文化色彩。

记者 朱磊 杨嘉婕/文 张鹏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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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勾瑞 见习记

者 朱悦昕）上海交大干部培训学院

位于上海交通大学的闵行校区，拥

有浓厚的学术学习氛围。不久前，

我区第 13 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学

员就在这里开展了为期 5 天的学习

研讨。记者来到培训班了解情况的

当天，培训课程的主题是“产业集聚

与地区核心竞争力”，30 余名学员参

与其中，全程聚精会神，深入了解并

记录了课程的核心内容。而在课

后，不少学员更是意犹未尽，纷纷与

专家教授进行交流对话，牢牢抓住

本次学习机会。

像这样走出党校的培训教学模

式，让中青年干部培训的办学格局更

为开放，学员的视野进一步拓宽。据

了解，本届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主要分

为四个单元，分别是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经典著作研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区情教育

和能力培养，党性教育、党性分析与

廉洁从政教育。作为区情教育和能

力培养单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在

上海交大开展的干部培训课程通过

邀请知名高校、党校专家教授以及有

着多年管理经验的老干部等为学员

授课的模式，进一步更新并提升学员

的思维观念和能力素养。区委党校

教务科副主任科员王玮全程陪同这

一单元，感触颇深，“由于金山位于远

郊位置，与中心城区在经济、社会治

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次培训

希望学员能够借鉴可学习、可复制的

经验，把经验带回去，更好地促进金

山的发展。”

对于干部优秀经验的学习，不仅

仅体现在理论上，还体现在实地考察

方面。王玮介绍，就在在交大培训环

节的开始之际，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

学员们，就前往杨浦区控江路街道城

市综合管理中心进行参观，控江路街

道办事处主任刘鹏向学员详细介绍

了街道通过广布 2 万多个传感器“神

经元”，覆盖控江路街道的 25 个居

委、61 个小区，打造了一个智慧灵敏

的物联网“社区大脑”，并现场演示了

运用物联网技术实现社区精细化管

理的方法。这样的现场考察教学环

节给学员们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影响。

开放的党校办学格局不仅仅涵

盖了优质的高校科研教育资源，还将

周边的红色资源也融合了进来。在

结束了交大的培训后，中青班全体学

员还来到了中共嘉兴市委党校，参观

了嘉兴市南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

中，学员们通过重温党的光辉历史，

感受建党之初的艰辛和改革开放以

来的成就；在南湖那艘画舫船边，学

员们实地体会了“红船精神”。

作为党校办学格局的核心，中

青年干部培训班始终以区委党校为

主渠道及主阵地。自 9 月 3 日中青

班在区委党校正式开班以来，几个

单元的主要课程内容都是在党校进

行的。而单元外包和异地培训的模

式，使中青年干部培训突破固有传

统培训思路。“我们希望学员通过两

个半月的培训，能够成长为金山发

展所需要的，也符合总书记提出的

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的优秀青年干

部。”王玮说道。

金山第13期中青年干部培训“四个单元”提升综合素养

走出去沉下去钻进去培养新时代好干部

11月12日起，“浦江流芳”2018建设美好家风美术书法摄影展（金山）在区文化馆二楼展厅举办，本次展览以中

华传统美德美育为主题，内容包括中国历史上的经典家风家训、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家风、当代模范家庭的美德家

风，共展出上海著名漫画家创作的 34 幅漫画作品、女书法家创作的 45 件书法作品以及上海摄影家的 16 幅摄影作

品。图为观众在欣赏介绍石化街道龚建强家庭感人事迹的图片。 记者 庄毅 摄

欣赏好作品 传承好家风

本报讯 （记者 傅
嘉骏）昨天，“金山区

2018 乐业入乡小型招

聘会”在朱泾镇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新农分中

心举办。此次招聘会

首次深入农村地区，针

对企业实际需求，为农

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公

共就业服务。

现场求职者大多是

40 岁以上的农村居民，

而大部分企业的招聘

需求也集中在 40 岁至

60 岁之间的农村居民，

如上海银龙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希望招聘 50
至 60岁的农场种植工，

吸引了不少求职者。

“此次招聘会我们主要

面向农村，为年龄稍长

的求职者带去就业机

会。”区就业促进中心

朱泾分中心主任褚莉萍表示。

记者了解到，此次招聘会共吸引

上海银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颐

和苑老年服务中心等 8家单位前来招

聘，提供农场种植工、医务护工、缝纫

工、焊工等 30 个岗位，招聘人数达

114 人。截止到昨天上午 11 点，本次

招聘会共吸引 90多名求职者，意向录

用24人，当场录用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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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

员 朱丽燕）近日，

上海枫泾古镇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与上

海景泰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了“古

镇更新”开发项目

合作协议。按照协

议，上海景泰将把

新枫路上原派出所

和税务所的办公场

所改造成为精品民

宿，普通的办公场

地“ 腾 笼 换 鸟 ”之

后，将华丽转身为

枫泾主入口处的特

色民宿。由此，枫

泾古镇也将继续扩

大民宿酒店体量，

让“住下来”成为来

枫泾的理由。

据 悉 ，原 派 出

所和税务所的办公

场所占地总面积为

4500 多平方米。过

去多年以来，这里

本 是 古 镇 内 的 办

公、办事场所，不少

周边居民常常会来

到这里办事，给古

镇带来不小的人流量负担。为了给

古镇发展寻觅新的空间和维度，2018
年上半年，枫泾就将原来的派出所和

税务所从古镇核心区迁移至新镇区

内。留下来的古建筑，则在古镇传承

保护和发展的基础上，寻觅新的合作

伙伴，对其进行升级改造。

此次原派出所和税务所的办公

场所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更新，而

是引导古镇旅游从一日游向深度文

化体验游转型。据透露，未来，枫泾

将逐步形成“度假+休闲”精品民宿区

域、“漫创+古街”特色文创区域、“古

建筑+慢生活”历史风貌保护区域、

“黄酒文化+主题体验”黄酒博物馆区

域、“旧式仓库+文化创意”仓库文化

休闲度假区域……

这些项目的开发落实，将有效

促进古镇、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度融

合，使“旅游+”效应在枫泾遍地开

花，让古镇的建设成为枫泾镇发展

全域旅游的核心。随着长三角一体

化不断推进，目前，全域旅游理念的

逐渐深化，以枫泾古镇为核心、几条

精品线路游串联、沪浙毗邻游为补

充的旅游新格局正在形成中，让游

客找到更多“留下来、住下来、还想

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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