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19年年88月月1212日日 星期星期一一

3 版

责任编辑 陆辰丽 电话：57968825

热线接听
6796104867961048

大大方方“晒”价格 日期：2019年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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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金山论坛—金山人文—百姓话题：http://bbs.xinjs.cn 金山在线（论坛——热门话题板块): http://spc365.com 5、联系电

话：57921072 金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汇编

社会·民生

上海盈克实业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2900157315801，声明作废。
上 海 市 金 山 区 普 乐 婚 庆 店 遗 失 工 商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310116600884952，证 照 编 号 ：

280014201607070030，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晒价商品 参与单位

品种

八喜

和路雪

明治

光明

蒙牛

伊利

商品名

八喜纯正牛奶冰淇淋（巧克力）

八喜纯正牛奶冰淇淋（朗姆）

和路雪香草口味雪糕

和路雪绿野仙踪绿豆妹妹 绿豆沙冰棍

明治草莓白巧克力雪糕

明治海盐荔枝雪糕

光明重赤豆棒冰

光明重绿豆棒冰

蒙牛冰+蓝莓酸奶口味棒冰

蒙牛绿色心情 绿莎莎无蔗糖雪糕

伊利巧乐兹绮炫冰淇淋

伊利巧乐兹绮炫开心果口味冰淇淋

规格

550g/杯

550g/杯

204g/杯

800g（10支）/盒

245g（6支）/盒

460g（10支）/盒

960g（10支）/盒

960g（10支）/盒

70g*6/盒

70g*8/盒

65g*5/盒

65g*5/盒

华润万家

石化

20

21.9

37.9

农工商

石化

27.5

27.5

14.5

30.3

19.9

卜蜂莲花

石化

29.9

31

10

39

36

21

21

10.9

21.9

32

36

世纪联华

石化

27.9

27.9

9.9

20

39.8

40.8

20

10.8

41

朱泾

27.9

27.9

9.9

20

39.8

40.8

10.8

21

36

41

吉买盛

朱泾

27.8

27.8

19.8

32.8

19.9

19.9

欧尚

石化

23.8

23.8

9.9

20

37.9

35.8

13.19

13.19

10.2

10.9

36

39.9

永辉

石化

36

36

10.5

20.9

42.9

29.9

20

20

12.6

21

41

41

本报讯（记者 罗迎春）苹果、番

茄、橘子等水果在 2019 金山中学科

技之星双语夏令营营员朱彦冰的手

中通过连接芯片，化身“钢琴”上的一

个个键盘，弹奏出一闪一闪亮晶晶等

曲目。对于朱彦冰和他的搭档来说，

这是一件特别高兴和有成就感的事。

活动中，老师教学生们如何利用

python编程控制CPX进行温度响应、

声音响应、数据收集等基础功能，并

利用这些知识去制作作品。朱彦冰

在老师的启发下萌生了制作“水果钢

琴”的想法，朱彦冰和搭档们计算每

一种水果的电子总量以及人体接触

该水果从而改变的电子数量，电子数

量不同给芯片发出的电子信号不同

从而产生的声音不同。同时，朱彦冰

猜想每一个声音对应一个数据，是和

声音频率有关，特意上网查询音阶对

应频率，然后把频率用代码写出来运

用到水果钢琴上。

金山中学校长金弢表示，此次夏

令营中的特色是翻转课堂和项目化

推进，没有固定学习路径和标准答

案，学生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老师的帮

助进行探索，这既能引起学生的兴

趣，又能激发学生创造力。

此外，从 5 楼释放下降而不破碎

的“鸡蛋宇航员”、推动鸡蛋到地板另

一边的“推蛋”机器人等都是孩子们的

作品，大家都在其中收获满满。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几乎是男生

的“天下”，但此次夏令营中，50 余名

营员中有 20 多名是女生，且在活动

中的表现也是巾帼不让须眉。比如，

孙嘉楷和曹宜扬在水火箭项目中就

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她们通过多设置

一个小降落伞装置实现了让鸡蛋成

功降落、飞行时间更久的目的。在

“推蛋”机器人项目环节中，李佳璇所

在小组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她们将

机器人设计成了马车的外形，而在马

车的轮子和车体上，她们画上了中国

传统纹饰卷云纹、太阳纹、牡丹纹和

古风漫画人物，以体现中国特色。

对很多学生来说，可以运用跨学

科知识的 STEAM 课程、项目化推进

的夏令营格外的难得。营员徐聪晟

说：“制作机器人的过程中，结合了我

多个学科的知识，而这样跨学科的实

践也是我今后学习和工作中都需要

的。”

据悉，金山中学在培养学生科学

素养方面举措不断，开设了机器人、

3D 打印和科学创新等课程。同时，

十大创新实验室及与上海交大的合

作项目等，也将满足学生更深层次的

学习需求。接下来，学校还会多引进

此类夏令营，给同学们多元学习的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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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樊国庆 林鹍鹍鹏）夏

日的城市沙滩欢乐

十足，但记者从管

理部门了解到，由

于景区游客较多，

每天都有儿童走失

的情况出现，游客

中 心 一 时 变 成 了

“托儿所”。

近日，在金山城

市沙滩游客中心，广

播员不断播出寻人

启示，而一名走失的

小朋友正在一旁哭

着鼻子，工作人员一

边安慰，一边给小朋

友裹上毛毯。

广播播出几分

钟后，两个孩子的家

长急忙赶到，看到孩

子平安无事，一颗悬

着的心终于落了下

来，虽然有惊无险，

家长和孩子眼眶也

含着泪花。

工作人员介绍，

随着泳期来临，孩子

走丢的情况时有发生，年龄阶段在 3
至 8岁之间。在此提醒家长，游玩时

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如若走

失，要第一时间与景区工作人员取得

联系。

领略书法之美
近日，“识读与理解”——文化馆春季书法研习班学员作品展在区文化馆二楼展厅举行，集中展示了今年春季班13

名学员的51件作品，其中有经典名帖的临写，也有基本形式的创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8日。

记者 庄毅 摄

从戒毒者到创业者 他的人生华丽转身

本报讯（记者 朱林 见习记者

鲁学静）7 月 30 日，一辆轿车出现在

干巷敬老院内，一名身材壮硕、皮肤

黝黑的中年男子从车上下来，并利落

地将 50 箱蟠桃逐一搬下，随后，他挑

了几个个大的桃子清洗后，端到休息

室内，挨个分发给老人们，还和他们

唠着家常。

这名男子叫阿明，是吕巷本地

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送桃过来

了。“像他这样的情况，能够像今天这

样，真是不容易。”干巷敬老院副院长

马翠英告诉记者。马院长口中的“这

种情况”，其实是指阿明曾经的一个

身份——吸毒人员。

2002 年，20 岁出头的阿明与阿

洪经常玩在一起。一天，阿洪给了阿

明一支烟，事后，阿明才知道那烟其

实是海洛因。“当时觉得没抽多少，不

会上瘾。”阿明说。但是毒品的威力

却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没多久，阿明

发现自己上瘾了，之后近 10 年里，阿

明经历了一段戒毒、复吸、再戒毒的

痛苦日子。

2012 年，阿明在一次政府提供的免

费体检中，被查出丙肝、肾萎缩、脾

肿大等多项疾病。丙肝的治疗花费

对阿明来说过于昂贵，出于无奈他

只能选择放弃治疗。这时，禁毒社

工曹英将他的情况向上级部门进行

汇报，最终阿明获得了区“博爱助医

——丙肝康复”项目的资助，治疗得

以延续，这也令他下定决心戒毒。

在社区戒毒期间，白漾村委会的

工作人员积极帮助阿明就业安置。帮

助他考出“护林员”证书，成为“白漾生

态林”中的一名护林员，这些关爱使阿

明重新建立起生活的希望。经过三年

多的社区戒毒帮教，阿明于2016年成

功戒断毒瘾，直至今日未复吸。

戒毒成功后的阿明，开始自己

新的人生。他在村里租了 20 亩地种

蟠桃，开始创业，起初几年并不顺利，

但他没有放弃。在积累失败的经验

后，去年起，阿明的桃园终于开始赚

钱，阿明告诉记者：“现在靠种桃子，

一年也有 10 来万的收入，我很满

足。想到之前戒毒的时候，很多人都

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情况变好了，

就想着回馈社会，所以决定给敬老院

送桃子，让老人们也尝尝我家的桃

子。”

翻转课堂、STEAM课程……金山中学这个夏令营乐趣多

一次属于学生的科创之旅
公共道路私自收费
有关部门依法取缔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

象州路上的一个弄堂内有人私

自收取停车费，影响居民出

行。

记者前往现场，沿途走进

这条小路，发现这条弄堂两旁

停满汽车，中间仅能容一辆车

通行。几乎每辆车旁都竖着写

有禁止停车的路锥，有些车还

停在了消防通道。据居民反

映，在停车高峰时，这些私自

停进来的车会把路堵住，影响

居民出行。

据了解，车主有的是来金

山城市沙滩游泳旅游的，有的

是前来办事的，由于停车位不

好找，就被人招呼带到这里停

车，并收取 15 至 30 元的停车费

用，但这里既没有划停车位，也

没有人给停车发票，还比地面

或景区公共停车费贵了几倍。

于是，记者联系区交通委

员会执法大队，执法人员赶到

后立即向周边商店了解情况，

并告知收费人员：“公共道路

是不可以随意收费的，这是违

规行为，马上停止。”

根据《上海市停车场（库）

管理办法》，个人不允许在公

共道路收取停车费，对于违规

收取停车费的，交通执法部门

责令停止收费并进行处罚，涉

嫌非法经营的，公安机关将以

非法经营罪进行刑事处罚。

区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执

法队员刘马表示：“下一步，我

们会和辖区派出所开展联合整

治行动，杜绝乱收费的现象。

之后我们还会和所属社区街道

进一步沟通，采取措施，拓展

公共道路的停车资源，对这条

比较狭窄的道路，我们也会设

路桩、反光锥，杜绝社会车辆

乱停。”

记者 樊国庆
见习记者 项竹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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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2019年8月6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生态环境问题1批，共2件（见下表）。

序号

1

2

受理编号

X2SH201908060053

X2SH201908060008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金山区山阳镇亭卫公路1500号三层A281室，上海旗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无危废管理
台账记录，将废旧电池、废机油、废旧尾气净化器、废制冷剂等危险废物出售给无资质单位
或个人，随意堆存，导致油污四溢造成二次污染，且回收企业或个人为无证经营，相应监管
缺失。

金山区石化蒙山路1090弄，山鑫阳光城小区，周围商铺及学校的雨污水管道与小区联通，小
区内雨污管道相互窜通，导致污水管内的污水流入雨水管排放。要求彻底解决污水井与雨
水井相通的问题。

行政区域

金山区

金山区

污染类型

土壤

水

调查核实情况

调查处理中

调查处理中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责情况

8 月 8 日是全国第

11个全民健身日，我区

第三届市民运动会广

播体操比赛在区轮滑

馆 举 行 ，近 200 人 参

加。此外，11个街镇作

为分会场举办了健身

展示活动和健身项目

培训。当天，我区公共

体育设施向市民免费

开放，并积极引导经营

性体育场馆向市民免

费开放，其中包括公共

体育场馆 5 处，社会自

建体育场馆 8 处，市民

球场 17 处，市民健身

房14处。

记者 林鹍鹍鹏 王
佩永/文 庄毅/图

本 报 讯 （记 者

林鹍鹍鹏 王佩永）8 月

7 日，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乡村振兴科技支撑

行动“科技引领示范

基地”及“专家工作

站”在亭林镇挂牌成

立。今后将为亭林镇

提供更多技术和人才

支撑，推动亭林镇农

业发展，并助力我区

培育特色优质农产品

品牌，建立核心科技

展示示范基地，打造

都 市 特 色 农 业 新 高

地。

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

所玉米中心主任、研

究员郑洪建：“我们和

亭林合作很多年了，

他们有不错的基础，

如良好的地理位置、

成熟的栽培技术，所

以我们希望利用这样

一个成熟的平台，把

我们的品种和技术推广出去。同

时，通过该基地为金山的乡村振兴

助力，甚至为上海市做一个样板，打

造好品牌。”

鲜食玉米是一种高效生态作

物，以其营养和保健功效显著，近年

来越发受到市民的青睐。据悉，此

次亭林镇与市农科院合作，将引进

金银 208、申科甜 2 号、申科糯 1 号、

申科糯 602 等品种玉米种植，面积达

40 余亩。亭林镇副镇长金志兵告诉

记者：“用科技转化为第一生产力，

助力亭林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发展，

推动亭林农业的提质增效，增加农

民的收入。”

本报讯 （记者 杨嘉婕 见习记

者 刘祚伟）8月9日，上海市第463例、

金山区第 41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金

叶在华山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

为一名重庆患儿点燃生命的希望。

在华山医院病房内，金叶两只胳

膊插着针管，血液流经分离机震荡出需

要的造血干细胞后，再由另一端针管处

回流到体内。说起这次捐献，金叶觉得

最要感谢的人就是自己的妻子。

原来，金叶的妻子是一名基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早在 2016 年的时

候，就自愿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资料库，在妻子的影响下，他逐

渐了解了造血干细胞捐献。2017年5
月 7 日，金叶在金山百联广场采血入

库，成功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

者资料库。时隔一年半就接到了市

红十字会的电话。

在电话中，金叶了解到与他进行

骨髓配对的孩子，是一个远在2000公

里之外、在重庆治疗的婴幼儿患者，

患有罕见的“湿疹血小板减少伴免疫

缺陷”疾病。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承受

着可怕的苦难，触动着金叶心中的那

份“父爱”。

在将这件事情告知妻子之后，得

到了妻子极大的支持，对于能够挽救

一个生命，金叶和他的妻子都非常的

激动，作为父母，他们明白孩子是父

母的宝贝，孩子患病会让父母多担

忧。他们的儿子，在得知他要去救一

个小朋友的时候，开心地说：“爸爸又

多了一个孩子。”

后来的半年中，体检、初步筛选、

高分辨筛查，金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

前往市区的医院，因为他住在金山，每

次都必须早上5点钟起床。为了达到

最好的状态捐献，他也经常锻炼身体。

金叶告诉记者，高分辨体检什么

的，都挺顺利，动员剂反应虽然有一

点大，但是也可以忍受。在入院后，

妻子也一直陪着他，在医院还度过了

一个特殊的七夕。

8 月 9 日上午，金叶在华山医院

成功采集了 160 毫升造血干细胞，运

往两千公里之外的重庆，金叶用他那

份执着和特殊的“父爱”，和另一个自

己的“孩子”联系到了一起，燃起了生

命的新希望。

本报讯 （记者 樊国庆 见习记

者 项竹彦）前不久，大国工匠、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周

平红前往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为

六例医联体转诊的复杂病患开展手

术，全区各医院内镜中心负责人及骨

干医生现场学习。

当天，周平红开展的其中一台手

术是复杂的经口内镜下贲门括约肌

切开术，患者为中老年男性，被诊断

为贲门失弛缓症。该患者属于多次

既往手术患者，整个食道局部结构出

现变化，因此此次手术对操作者技术

要求较高。同时，还存在较大的出

血、穿孔、感染风险。

经过二十分钟，周平红和团队顺

利完成这项手术。术后，周平红告知

家属：“手术过程很顺利，病人明天就

能进食，情况稳定后天就能出院。”

当天的另一台手术也不轻松。

该名老年患者胃底部位有巨大粘膜

下的肿瘤，瘤体表面有溃疡，伴有贫

血，曾有过开腹手术经历，周平红将

通过内镜手术完成肿瘤的切除。手

术过程中，周平红一边专心致志做手

术，一边将技巧方法告诉给前来观摩

的 10 多名全区各综合医院内镜中心

骨干医生。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

消化内镜中心主任汪亮说：“这么复

杂的情况下能够快速结束，充分体现

了大国工匠的水平。”亭林医院消化

科主任、内镜中心主任杨秀红也表

示，看完该手术只能用震撼形容自己

的心情。手术过程中，周医生讲解得

非常仔细，令他们受益匪浅。

自大国工匠、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内镜中心主任周平红领衔的“内

镜名医工作室”入驻复旦大学附属金

山医院以来，周平红及其团队，每周

都利用半天时间，到金山医院进行门

诊手术和指导，一年多来，金山医院

内镜诊疗水平快速提高。

如今，医院建立了双向转诊的机

制，通过医联体，只需医生跑、服务

跑、技术跑，患者和家属不用跑便能

享受到市区三甲医院同质化的医疗

服务。

金山第4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

特殊“父爱”燃起生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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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工匠”来金授业 一天六台复杂手术

炫动全民健身

金叶成为我区第金叶成为我区第414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上接第1版）当晚，区防汛指挥

部组织集中收看市防御第 9 号台风

“利奇马”视频会议。区委书记赵卫

星出席并通过视频连线向市领导汇

报我区汛情及主要防范措施。会后，

赵卫星就贯彻落实市委书记李强对

防御台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力

以赴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进行了再部

署，要求密切关注台风，加强研判；保

持临战状态，强化值班值守；落实巡

查抢险，做好安置工作；加强宣传引

导，确保信息畅通，全力保障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

这天晚上，区防汛指挥部灯火通

明，全区防汛防台工作准备得一丝不

苟，一丝隐患不放过，一个群众不落下。

未雨绸缪
严密布防

（上接第1版）8 月 10 日晚间，金

山区内河水位持续逼近警戒水位，区

委书记赵卫星连夜来到区防汛指挥

部了解具体情况，并慰问区防汛指挥

部全体工作人员。赵卫星向区防汛

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勉励

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坚守岗位，同时

要密切关注内河水位，充分考虑水位

上涨带来的影响，做好应急预案，提

前谋划台风过后的恢复工作，及早制

定方案，切实做到早准备、早安排、早

部署，确保台风过后群众生活不受影

响和城市有序运行。

风急雨骤
万众一心

（上接第1版）台风过后，排水工

作同样刻不容缓。在龙泉港出海闸，

三道闸门已开启，正在全力排水。站

长沈雪平介绍说，自 8 日起已陆续降

低闸口水位至 2.35米，但由于台风带

来的雨量大，覆盖区域广，9日晚瞬时

将闸口水位升至3.15米。截至11日6
点 20分，已累积开闸排水 24小时，排

水量达 1916 万立方米。但在金山北

部地区如亭林、松隐等地，水位最高依

旧在3.6米以上，部分地区还遭受不同

程度的内涝，目前只能抓紧降低内河

水位，以保证排涝能有序进行。

面对台风“利奇马”来袭，我区各

职能部门众志成城，守护了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据统计，台风期间

我区共有4860人彻夜值守，5800人次

深入现场排查，3600人的抢险队伍集

结待命；全区骨干道路保持有序畅通、

700余名公安民警和800名辅警、2254
台排水泵、4台排水抢险车严阵以待，

500人的驻金部队现役官兵和民兵队

伍集结。期间，共有序安置和安全撤

离群众17231名，处置道路积水45处、

居民小区积水 13 处、树木倒伏 5122
株、电力中断线路 10 条，农田受淹

3980.8亩已于昨日处理完毕……

恢复生产
减小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