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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要闻··综合综合

本报讯 （记者 朱林 冯秋萍）在金山某

木业公司上班的黄女士，不幸在下班途中发

生了交通事故。黄女士希望公司予以工伤

待遇，但此时该木业公司却倒闭了，无法进

行赔偿。为追讨应得的劳动报酬和工伤待

遇，黄女士多次往返于木业公司和金山法院

之间……

金山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接到这起劳动

报酬和工伤待遇纠纷案后，一直寻找着木业

公司老板。前不久，执行局通过公安机关的

“天网”得知其下落。经过周密部署，在子夜

时分实施强制执行，终于为这件棘手的执行

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18年是金山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

决胜之年。近年来，金山法院与公安机关深

化执行联动，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将下落不

明、长期“玩失踪”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提交

给公安机关实施临时布控，一旦被执行人使

用身份证触网，公安机关将立即出动警力临

时控制被执行人，并第一时间通知法院，法院

接到信息后及时赶往“临控地”将被执行人带

回法院。

针对“老赖”，金山法院“利剑出鞘”，依据

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和联合信用惩戒机

制，让“老赖”寸步难行。入选上海法院 2018
年度执行失信联合惩戒十大典型案例的民间

借贷纠纷案，立案执行后，金山法院依法向被

执行人曹某、周某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向申

请执行人沈某归还 3 万元欠款。但被执行人

曹某、周某拒不支付所欠债务，案件执行陷入

难以执行的窘境。

依据金山法院与金山公安分局的失信惩

戒部门联动机制，执行法官前往派出所调取

相应两被执行人头像，并将两位被执行人的

信息公开在辖区内“金山法院”和“i 金山”微

信公众号上。两位被执行人看到曝光信息

后，主动联系法院提出归还欠款。

去年，金山法院还与区内金融机构会签

《关于建立协助执行工作机制会议纪要》，在

全市较早实现网点执行“查、冻、划”一站式服

务。除大环境外，执行工作还需技能、经验和

恒心。金山法院开展“夏日决胜”大会战、“涉

民生专项执行”、集中强制腾退等攻坚“执行

难”专项行动。

今年，为全力攻坚执行难，金山法院将进

一步加大执行力度，强化执行措施，坚决捍卫

司法权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上接第1版）企业只有做好对

乡村的‘反哺’，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朱泾镇党委书记李士权告诉记者。

根据约定，因共享了村里道路、

绿化等基础设施，生态园每年门票收

入的 10%返还给待泾村，作为分红收

益；生态园西侧，45 亩林下停车场可

停 2000 辆车，由村里负责运营管理，

收入也全归村集体所有；生态园招

工，优先面向待泾村提供岗位，去年

一年村民通过打工增收 250 万元左

右；蓝天园林所开发的 1984 亩林地，

流转费比面上同类土地高 5%，今年

将突破每亩 900 元……此外，待泾村

的 4000 多位村民，还可持年卡随时

去“花开海上”免费游览。

激活乡村资源，培育特色产业
光靠大项目“反哺”还不够。眼

下，朱泾镇、待泾村正在积极盘活乡

村资源，以更好地承接“花开海上”带

来的人气，培育美丽乡村的特色产

业。

最近，在“花开海上”生态园西

侧，新建的 30 个小木屋一字排开，今

后将用于展销金山的各类特色农产

品。36岁的戈永军，去现场考察了一

番后，有了新主意：“现在，自家大米

主要在网上销售，今后还可以在家门

口展示，在游客中打开销路。”

戈永军是待泾村“种粮大王”戈

秀根的儿子。以前，戈秀根只种 4 亩

多地，辛苦一年也没什么收入。但

几年前，在村里鼓励下，他承包了

140 亩水稻田，种植两个品种的优质

稻米，一种是早上市的国庆米，一种

是有香气的软米，年收入一下子提

高到了 8 万元，比过去增长了几十

倍。

2017年，待泾村和中国银行开展

城乡党建结对，中国银行向村民开放

“网上商城”销售渠道，老戈的儿媳将

自家大米卖到了互联网上，获得了优

质优价。“过去，一斤稻谷收购价只有

1元多，去年我家大米卖到了每斤 5.5
元，增收明显。”2018年，儿媳帮忙，线

上卖米，让老戈的家庭农场收入增长

到了11万元。

老戈承包的正是待泾村 16 个家

庭农场之一，他也是村里高标准水稻

示范基地建设的首批受益者。这两

年，待泾村获得了市、区、镇 2100 多

万元的支持，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基础

设施改造，建成了 2700 亩高标准粮

田，2580 亩的有机水稻及小麦种植

区，并组建 4 个合作社、16 个家庭农

场，以规模化、组织化、品牌化带动农

民增收。

待泾村秀泾 4 组的黄建军，也将

获得增收的新机会。他家三层小楼，

位于一条小河边，大约 300 多平方

米，平时只有老父母住在里面。前不

久，村书记姚民军找到他，说村里将

选择第一批 4 户农家进行试点，将闲

置农宅打造成为特色民宿，建成后，

村民既可以每年获得一笔租金收入，

还可以为民宿提供保洁等服务，再获

得一笔薪金收入。对这个计划，他欣

然同意，很快将和其他村民一起签

约。

“这 4 户将被率先打造成样板，

未来还将有更多农户加入进来。”姚

民军告诉记者，现在，全村 1200 多户

村民农宅中，大约有 10%的比例完全

没人住，算下来就有 100 多栋闲置农

宅，此外，还有大量的农宅只住了一

两位老人。所以，盘活闲置的农民宅

基地大有可为，也可以更好地为市民

游客提供服务，满足他们渴望在美丽

的“花海”附近吃饭、住宿的需求。

不仅如此，我区还在“花开海上”

区域规划了 102 亩集体建设用地，下

一步打算在精品酒店的建设中，探索

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股的方式参

与开发，加快打造集休闲、文创、旅游

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让农村集体经

济获得长效增收。

农民承包地、农村宅基地、村集

体建设用地——待泾村正通过盘活

农村“三块地”资源，一步步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的活力。

清代船坊旁，庄阿姨的守护和期待
“周末，不少游客还从花海逛到

了村里。以后，村里游客会越来越

多，到那时候，我家小菜园吃不完的

蔬菜也不愁卖了。”站在家门口，66岁

的庄阿姨兴致勃勃地对记者展望起

了将来。

她家门前，就是沪上有名的“清

代古船舫遗址”。2016 年初，这里发

现了七根石柱子，后经专家的发掘、

考证，这里是一座清代古船舫遗址，

也是上海市首个经正式发掘、与水下

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半淹没遗址。

遗址发现之初，所在的蔡家楼河道淤

积，周围一片脏乱差，但现在，河边竖

起了“金山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

古色古香的古船舫已经被还原呈现

出来，清清的河水绕着船舫柱子流过

……岸边，是一整条的蔡家楼埭，埭

前的道路平整开阔，家家户户建了小

菜园、小花园、小果园，一眼望过去俨

然一座小型公园。

庄阿姨的丈夫老朱，其实就是古

船舫家族的后人。所以，庄阿姨也自

觉当起了文化遗址和美丽乡村的守

护人。记者采访当天，一名工人随手

把一个废桶扔进了河里，庄阿姨看见

后立刻上前大声批评，并要求现场施

工人员赶紧把桶捞上来。

指着家家户户门前摆放的两个

垃圾桶，庄阿姨还认真地讲解起来：

“苹果皮、山芋皮、土豆皮，都扔在湿

垃圾桶里；场地上扫起来的树叶等，

扔在干垃圾桶里；塑料瓶、硬纸板，是

可以回收卖钱的，就放在家里；废弃

电池是有害垃圾，装在小袋子里，挂

在垃圾桶外边，等人来收走……”

随着产业兴旺起来，待泾村的

环境也越来越美。这两年，村里除

了拆违、种树，还整修了 10 多公里的

道路，并将全村所有 14 条河道全部

进行了整治……去年一年，市、区、

镇各级在这里投入超过 1.2 亿元，待

泾村的角角落落面貌焕然一新。“现

在，我已经不想去‘花开海上’了，你

说为啥？因为我们村也变成了大花

园了，每天就在家门口逛逛不是更

方便！”76 岁的李惠英幽默地对记者

说道。

乡村振兴，农民不是旁观者，而

要一起参与进来，共建共治共享。为

此，待泾村在村民中培育建立路长、

河长、埭长、桶长 4 支队伍，广泛开展

入户宣传教育。其中，桶长队伍于去

年 6 月成立，专门负责垃圾分类指导

工作。垃圾分类做得好的村民，会得

到一枚特制硬币，到年底可以兑换礼

物。通过这种润物无声的治理方式，

垃圾分类在待泾村正成为一种时尚，

自觉守护家园的“庄阿姨”们越来越

多。去年底，待泾村正式被评为了上

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李惠英是待泾村 3 组的村民小

组长，也是一名当了几十年的“老生

产队长”。对于村里的变化，她至今

还有点难以相信：“以前，村里组织大

家去枫泾新义村参观，我们还很惊

叹、羡慕。没想到，现在，待泾村也成

了吸引别人来参观的美丽乡村！”因

此，她把自家客堂间打造成了“最美

党建服务站”，经常和党员、村民们一

起讨论，如何在点点滴滴中守护好美

丽的乡村家园。

解放日报记者 黄勇娣
通讯员 宗晨亮 徐茜

“花开海上”，花儿开在了村民心上

执结5690个案件，执行到位标的额8.63亿元

金山法院亮剑攻坚“执行难”

区救助站开展冬季专项救助行动

年关将至，我区救助站开展冬季专项救助行动，确保我区流浪乞讨人员能

够得到及时救助和妥善安置。

目前，大量的拖鞋、棉衣、棉被已经储备充分，泡面、水饺、矿泉水也已经补

充到位。据介绍，接下来还有一批货物即将到达，届时将能充分满足站内需

要。除了充分的物资储备外，区救助站还加大巡查力度，对主城区的部分涵

洞、天桥底、铁轨等流浪乞讨人群集聚区域进行了重点巡查。图为工作人员在

整理床铺。

记者 杨季峰 武云卿/文 张鹏远/图

执行数据

制图：杨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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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社会··民生民生

继电保护、电气检修、焊工、管工等岗位招聘

公司名称

公司简介

岗位名称

继电保护
（人才引进）

电气试验

电气检修

焊工

管工

现场安全管理

项目施工管理（管道/电气）

上海冠益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始建于1997年原属上海石化检维修单位，于2007年公司实行企业改制，主要从事上海石化化工物料管道和供用电设备安装检修业务，
同时从事上海石化长输管道和电气设备的巡检维护工作，公司具有较强专业施工资质，并长期保持稳定、良好的经营业绩和社会信誉。
企业员工动力：效益共创，利益同享。欢迎有志者同行！

上海冠益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性别

不限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年龄

男23—55
女23—45

23—48

23—48

23—48

23—48

25—48

25—45

人数

3

2

2

2

2

1

2（电气管道各1人）

技能

持高压电工证，继电保护岗位 5
年以上，具有较强专业特长

高压电工证

高压电工证

压力管道焊工证

管工或钳工证

具有施工管理经验

大专以上学历建造师优先

公司地点

薪酬待遇

薪酬高于同行

享受送、购股权，享受分红。薪酬待遇具体面议

5500元—7000元

5500元—7000元

5500元—7000元

5500元—7000元

4500元—6500元

8000元以上

金山区龙胜路
1258号

联系人：顾蓓红
57943305

城保/双休/年休假

城保/双休/年休假

城保/双休/年休假

城保/双休/年休假

城保/双休/年休假

城保/双休/年休假

城保/双休/年休假

上海冠益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6日

钱奕东遗失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证件号：

3100000020112317354，声明作废。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保法食品店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号：SP3101161050016973，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本报讯（记者 罗迎春 樊国庆）近日，前往复旦大学附

属金山医院儿科就诊的市民发现，儿科门诊有了新变化，候

诊区不再拥挤，就诊环境更为舒适。此外，雾化室也更加温

馨，肺功能室、抢救留观室首次出现在儿科。

走进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就可以看到门诊大楼左侧

大大的儿科门急诊的牌子，整个大门比原先的儿科门诊扩

大一半左右，更为清晰显眼，走进大厅，候诊区等待的家长

尽管不少，但整个候诊区仍然很宽敞。

在雾化室，原先的 5 个雾化机位增加到了 15 个，大大

减少了人多时患者的候诊时间。此外，每台雾化设备前都

有一个电子屏幕，可以用于播放动画片等，缓解就诊儿童

情绪。

据悉，这些变化也来源于医院儿科近一年的项目建设，

作为我区唯一一家获得综合医院示范儿科门急诊建设项目

（2017—2018年）的单位，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在 2018年

底顺利完成项目建设，并通过试运行。除了就诊环境的变

化外，肺功能室、抢救留观室的增加也是此次建设的重头

戏，可以满足市民更多的就诊需求。其中，肺功能室可以满

足儿童肺功能检测的需求，避免这部分患儿奔波市区。但

由于儿科肺功能室还将进行系列完善工作，预计年后正式

投入使用。

抢救留观室也是此次新增的内容之一，增加新生儿抢

救台、除颤仪、电动吸引器等一系列儿科急诊需要的设备，

改变了以前儿科急诊以及相关设备和成人合用的情况。儿

科急诊的就诊患者可以直接从“儿科门急诊”专用出入口进

入。留观室则可以方便病情不稳定但是不满足住院条件的

患儿使用，随时观察病情变化。

有市民向本栏目反映，上海知

名早教机构培正逗点金山中心店

突然停课，数百名学生的学费不知

去向，门店的教师也已数月没有拿

到工资。

1 月 14 日晚 7 点，记者来到位

于卫清西路上的培正逗点金山中

心店，近百名家长围聚在店里。“12
月 31 日交了 16000 元，总共上了四

天课，昨天晚上六点的时候突然被

通知说这个店经营不善，停业了。”

一名家长告诉记者。根据家长自

发统计，目前涉及学生达 100多人，

涉及课时费达100余万元。

记者向教师和店长了解情况

时，他们则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培正逗点已经数月未向他们支付

工资，并且还拖欠两个月房租及物

业费，金额达14万元。

就在记者准备结束采访的时

候，一位自称第三方公司的周经理

找到记者，表示自己所代表的公司

愿意承接孩子们未上的课时，在不

需要支付额外费用的同时和家长

们签新的协议。但如果退费的话，

只能找原公司索要。

除此以外，培正逗点分布在全

市的多家门店也接二连三暂停营

业。目前，部分消费者已向区消保

委反映这一情况，相关部门已经介

入，本报将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的进

展。

记者 勾瑞

早教机构突然停课 第三方公司承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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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林 冯秋萍）
1 月 16 日上午，上海市教育工会、上

海市大学书法教育协会、上海教工

书画协会、上海中华书画协会的书

法家，来到亭林镇社区学校，为社

区居民们写春联，提前送上新春祝

福。

当天上午 10 点，亭林镇社区学

校的教室里人头攒动，现场 6 位书法

家挥毫泼墨，精心创作了一幅又一幅

寓意吉祥的对联，赠送给居民们。

贴春联是春节的传统风俗，据

悉，新年伊始，上海市大学书法教育

协会已经组织会员参加了多场的这

样的活动，人均送出的福字已经将近

200多个，而去往不同的地方，他们也

会专门准备不同的春联内容，这次来

到农村，他们就特意准备了很多关于

农村内容的春联。

现场，为纪念顾野王诞辰 1500
周年，书法家也分别创作并赠送了

“顾野王”诗词为内容的书法作品。

书法家进社区 送春联迎新年

“射门！”“传球！”近日，金卫幼儿园的足球场上进行了一场有趣而又激烈的比赛。原来这是“金山区足球协会赠送

全区幼儿园足球装备仪式”活动现场，全区12所幼儿足球联盟学校获赠足球装备。图为金卫幼儿园足球队的小队员们

穿着新球衣进行比赛。

改建后的金山医院儿科门急诊外观 通讯员 金盛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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