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33 版版

责任编辑 冯生丹 电话责任编辑 冯生丹 电话：：5796882557968825

社会社会··民生民生

茂丰旗篷今年共制作250万面五星红旗销往全国各地

“金山制造”舞动全国

本报讯（记者 勾瑞 朱磊 通讯

员 车健）今年国庆节大街小巷都挂满

了国旗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坐

落于枫泾的上海茂丰旗篷有限公司，

作为上海唯一一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定点生产企业，今年共制作出 250
万面各种尺寸的国旗，销往全国各地。

在繁忙的车间内，鲜红成了主色

调，国庆节前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赶制着

国旗。据上海茂丰旗篷有限公司负责

人介绍，今年比去年多准备了翻倍的数

量，却还是供不应求，北京、武汉、广州、

深圳等地都从茂丰旗篷采购国旗。

茂丰旗篷从事旗帜生产工作已经

有31年，对旗帜工艺有着自己的坚持，

自1988年建立，从一家小作坊发展到

今天的工厂，企业的发展，不变的是一

颗匠心。而这样的匠心也得到了国内

外市场的广泛认可。

每一面国旗背后其实都有着严

格的生产资质审核和工艺要求。整

个生产流程从制版开始，先是根据不

同旗帜类型的要求选择丝网印刷或

者数码印刷，印刷完成后再用汽蒸的

方式进行颜色的渗透和稳固，随后通

过水洗洗去表面的浮浆，最终进行定

型、缝纫及包装，每一个步骤都有着

严格的要求及标准。

工作人员大多是企业的老员工，

对于繁琐的生产流程，他们驾轻就熟；

对于面料的选取及不同工艺的运用，

他们一丝不苟。由于旗帜使用的场景

及环境不同，企业接到的每一笔订单

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要求。

而说起企业最骄傲的旗帜工艺，

还属国旗生产。上世纪90年代，企业

曾参与过《国旗法》及相关国旗制作标

准的讨论，同时企业也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澳门行政区区旗的持证生

产企业，也是上海唯一一家国旗持证

定点生产单位。这样的经历和身份，

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保

持着自己的初心，坚守着严格的标准。

这样的匠心精神也得到了国内

外市场的广泛认可，自 1988 年成立

以来，企业先后承接了 2004 年雅典

奥运会、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2 年

雅典奥运会、2014年巴西世界杯等国

际大型赛事的旗帜制作工作，在旗帜

生产领域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品牌。

男子无证无牌驾车上路被查
竟想写“保证书”求民警原谅

本报讯（通讯员 王勇）近日，金

山一男子在没有驾驶资格的情况下，

开着一辆新买的轿车上路，遇到民警

检查时竟然想到写“保证书”来躲避

检查。最终，该男子还是被依法予以

处理。

当天，金山公安分局兴塔派出所

民警在辖区规划二路路段开展日常

巡逻时，发现一辆未悬挂车牌的新能

源轿车在路上行驶，民警遂上前示意

该车停车接受检查。民警要求该车

驾驶员出示行驶证和驾驶证时，驾驶

员磨蹭了很久才掏出一张身份证。

在民警的一再追问下，该男子才承认

自己并没有驾驶证，驾驶的车辆是几

个月前买的，还没有去上牌。

民警遂告知驾驶员张某，其未取

得驾驶资格并驾驶未上牌车辆的行为

已经违法，要对其进行处罚后，张某辩

解称自己并不知道驾驶新能源汽车是

需要驾驶证的，自己也只是买菜时在

乡间小路开开，希望民警不要处罚他，

并向民警提出愿意写一封保证书，以

此求情希望民警能网开一面。

最终，民警依法对张某处以罚款

1700元、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朱泾镇临源居民区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

这道“家常菜”让居民们乐嗨了

本报讯（通讯员 徐茜）“除了这

堵背景墙是广告公司搭的，其他主持

人、演员、道具师都是咱们居民区的党

员、群众，是不是很厉害？”谈起近日那

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的活动，居民郑毓珍满满都是骄傲。

当天的活动不仅吸引了上百名

党员居民们积极参与，还有七家结对

单位也参与其中。无论是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结合的“颂

党恩”篇章，还是与“庆华诞”相结合

的文艺演出单元，大家都齐心协力把

这顿“文化大餐”做成了“家常菜”，让

居民们乐嗨了。

“这是我们社区的舞台，我们要

让居民做主角。”这是活动之初，临源

居民区班子就形成的一个共识。让

居民唱“主角”就要尽量发挥居民中

的“乡贤力量”。临源居民区“征途之

驿”——四站九岗党建特色品牌就是

“乡贤的人才库”。于是，8 月初居民

区就将他们组织起来，来了一次头脑

风暴。8月中旬开始，党员、居民自发

的设计内容、彩排，从一条创意到全

民参与，大家群策群力为办好这次的

活动奠定了基础。

当天的“颂党恩”篇章一共设计

了 3 项内容，其中“微论坛”单元最感

人，也掀起了活动的高潮。5 名党员

上台接受了主持人的采访。主持人

的问题只有一个，即围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条主线，谈谈

党员如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沈忠兵是“金山好人”代

表，对于守初心，他说：“我是一名老

兵，也是一名有 49 年党龄的党员，对

于我们来说，守初心就是要坚定理想

信念，听党话、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活动总策划是居民区的党总支

书记，活动主持人是居民区的党总支

副书记，活动道具由居民区两委班子

成员负责，舞美是居民区的文艺骨干

……从细节到全局，每一处都有临源

居民区班子成员、党员、居民的身影。

“庆华诞单元的节目，有 2 个节

目是共建单位选送的，摄影师也是共

建单位的同志负责，其余的节目都是

居民自发组织的，有舞蹈、沪剧、大合

唱等，节目很接地气，真正是‘满园春

色’。”谢炳芳表示。

与大型的节目相比，家门口的庆

祝活动，对于社区居民来说更有一种

亲切感，更贴近他们的生活。今年79
岁的居民戴兰珍，看演出笑得合不拢

嘴，台上表演的人里面有她的老公、

朋友、邻居，她称赞道：“好精彩的演

出，大家都很棒！”

当天的活动现场，还有“大篷车”

公益志愿活动，量血压、刮痧、理发、

配钥匙……活动热热闹闹，赢得了居

民们的点赞。

本报讯 （记者 林鹍鹍鹏 见习记

者 王巧月）最近，市民汪女士因换季

鼻炎加重，自己服用消炎药一段时间

不见好，去医院就诊后发现，自己患

上了夏秋换季性的“凉燥”症。

近期，在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

院，因呼吸道出现不适症状前来就诊

的病人明显增多。老人和小孩由于

抵抗力差，出现干燥症状更加明显，

不少患者出现涕血、干咳久不好转的

症状。

秋天到来，空气中的水分逐渐减

少，很多人就会出现口干舌燥的症

状，这也就是中医上认为的“凉燥

燥”。“此时会出现鼻干、咽干这些症

状，一般人会以为是感冒的症状，但

其实可能是温燥伤肺的表现。”复旦

大学附属金山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

徐月妹介绍。

“凉燥”是一种慢性症状，医生提

醒治疗“凉燥”是一个长期调理的过

程，需要从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去改

变。“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吃生姜蒜、辣

椒这些辛辣之物，以及羊肉、狗肉这

些辛燥之品，建议多吃一点生梨、莲

藕、百合，并且多喝水。”徐月妹说。

以为感冒服药不见好
实为秋季“凉燥”作祟

餐饮店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

金山开出首张罚单

本报讯 （记者 勾瑞）7 月 1 日

至今，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上海

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上海市餐

饮服务不得主动提供的一次性餐具

目录》，对全区餐饮单位开展了主动

提供一次性餐具专项执法，其中一家

餐饮单位因未及时改正，已被依法立

案处罚。

该餐饮单位紧邻张堰工业园区

和高速公路出口，用餐时间人流量较

大，便主动提供一次性筷子。在经张

堰市场监督管理所责令整改后，该餐

饮单位仍不及时改正，继续主动提供

一次性筷子，最终张堰市场监督管理

所依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对逾期不改正的，按五百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罚款的规定，对该餐饮单位进

行处罚。

据悉，在《条例》实施前夕，结合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全区餐饮服务提供者进行

了宣传教育，并发放了消费者告知

书，告知消费者餐饮单位不再主动提

供一次性餐具。

本报讯 （记者 唐屹超）
近日，一堂以“隔代教育”为

主题的讲座在金山区婴幼儿

早期教育指导中心开展，来自

我区 40 多个家庭的祖辈家长

等 100 多人齐聚一堂，讲座内

容让台下不少爷爷奶奶受益

匪浅。

家长邬阿姨说，为了让小

辈们专心工作，她在家主动承

担起了带孩子的责任，已经带

了一大一小两个孙子，但随着

年纪的增长，在带小孙子的时

候感到了一定压力，有时候还

会因为犯糊涂而和小辈们有

冲突。

在专家看来，在带养孩子

问题上，矛盾最突出的还是观

念、习惯的问题。祖辈尽管有

着丰富的抚养教育实践经验，

但部分陈旧的观念不容易被

年轻一代所接受，而年轻一代

的各种压力也让带孩子成了

他们的烦心事。为此在活动

现场，老师以做游戏的方式从

唱童谣、做手工等形式让家长

们一同参与到教育孩子的过

程中，互相了解感受对方的烦

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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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丰旗篷员工展示巨幅国旗茂丰旗篷员工展示巨幅国旗 记者记者 庄毅庄毅 摄摄

日前，2019首届长三角大湾区“金虹杯”乒乓球团体邀请赛在区轮滑球馆开赛。来自金山以及浙江嘉兴、平湖等地

的17支代表队近200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 记者 林鹍鹍鹏 唐屹超/文 庄毅/图

长三角一起来“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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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拟任干部提任前公示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一

步扩大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

干部选好、选准，根据《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经区委

研究决定，对下列同志进行任职前

公示。

王浩峰，男，1977 年 10 月出生，

汉族，籍贯上海，全日制大专，在职

大学，管理学硕士，1999 年 7 月参加

工作，1999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副

主任，中共金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党组成员，拟任金山区城市网格化

综合管理中心主任。

卫相，男，1972 年 9 月出生，汉

族，籍贯上海，全日制大学，理学学

士，工程师，1995 年 8 月参加工作，

200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中共金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员

会委员，金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副局长，拟任金山区土地储备中心

主任。

龚浩，男，1974 年 9 月出生，汉

族，籍贯江苏盐城，全日制大专，在

职大学，注册会计师，1994 年 8 月参

加工作，1999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中共上海凤凰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委员，上海凤

凰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拟任中共上海玩具进出口有限

公司委员会书记。

周潜，男，1964 年 1 月出生，汉

族，籍贯上海，全日制大学，工学学

士，工程师，1984 年 7 月参加工作，

2001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中共上海新金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委员会委员，上海新金山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

金山房屋建设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拟任中共上海新金山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委员会副书记，推荐为上

海新金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人选。

徐向军，男，1975 年 6 月出生，

汉族，籍贯上海，全日制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1998 年 7 月

参加工作，2001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现任中共上海金山新城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委员会委员，上海

金山新城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拟推荐为上海金山房屋建设

集团公司总经理人选。

周雪，女，1969 年 2 月出生，汉

族，籍贯上海，全日制大专，中央党

校大学，1991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7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共

金山区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委员，

金山区区级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主

任，拟任中共金山区区级机关工作

委员会副书记，中共金山区区级机

关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书记。

徐爽，女，1982 年 8 月出生，汉

族，籍贯河南桐柏，全日制研究生，

管理学硕士，2006 年 7 月参加工作，

2010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

任金山区吕巷镇妇联主席，拟任中

共金山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副主

任，金山区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

室副主任。

隋峰，男，1968 年 12 月出生，汉

族，籍贯山东潍坊，全日制大学，教

育学学士，1991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6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

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张堰市场监

督管理所所长，拟任中共金山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委员会委员，金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王民民，男，1985年2月出生，汉

族，籍贯山东新泰，全日制大学，法学

学士，文学学士，2008 年 7 月参加工

作，200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

任共青团金山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共青团金山区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拟推荐为枫泾镇副镇长人选。

赵勇，男，1971 年 11 月出生，汉

族，籍贯上海，全日制中专，中央党

校大学，1989 年 8 月参加工作，1994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金山

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拟任金山区

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

顾菊英，女，1973 年 5 月出生，

汉族，籍贯上海，中央党校大学，

1989年 12月参加工作，1997年 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共上海新

金山工业投资发展公司委员会委

员，中共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

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上海新

金山工业投资发展公司工会主席，

拟任中共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

公司委员会副书记。

唐连辉，女，1973 年 11 月出生，

汉族，籍贯上海，全日制大学，工学

学士，公共管理硕士，1996 年 7 月参

加工作，1995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现任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

公司副总经理，拟任中共上海金山

第二工业区发展公司委员会副书

记。

上述公示对象中需执行任职试

用期的，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任职试

用期制度。公示时间为：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2 日。如对

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可在公示

期间向中共金山区委组织部干部监

督 科 反 映 ，联 系 电 话 ：021—
57921127，12380，57921127（传真）；

联系地址：金山区金山大道 2000 号

1号楼1708室（邮编200540）。

为便于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

核实，请在反映问题时，提供具体事

实或线索，并提供联系方式，以便我

们将核实情况作反馈。我们将严格

遵守党的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中共金山区委组织部
201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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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悦昕）日前，廊下·大云·广陈乡村

振兴联盟·旅居产业集群活动型党委，在廊下镇社区党校

举办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暨“亲·清”党课专场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沪浙两地的党员共同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并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进行交流。

廊下·大云·广陈乡村振兴联盟·旅居产业集群活动型

党委成立于2018年12月，旨在以“毗邻党建”为统领，不断

积聚执行力、服务力、生命力，实现党建工作和产业发展

比翼双飞，推动沪浙区域协同发展。自成立以来，活动型

党委从构建日常运行制度、搭建精准服务平台、谋划旅居

精品项目、创新毗邻党建模式等多方面切入，不断壮大党

的力量，当好三地乡村旅居产业“店小二”，积极融入长三

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目前我们党委覆盖了三地乡村旅居经营主体 32家、

党组织 13 家，明确了例会制度，开展了农场主培训，发布

了 6条三地旅游精品路线，项目合作成效明显，“五一”、中

秋等多个节假日期间接待的游客数量较去年同期有了显

著的增长。”担任活动型党委轮值书记的廊下镇党委副书

记周春芳表示。

上海利辉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社正是党委覆盖的经

营主体之一。通过产业集群活动型党委，合作社先后参加

了田园赏花季系列活动、丰收节系列活动等各类活动上的

展售，让更多来到廊下的游客了解、品尝其农产品，进一

步拓展了销售渠道。“通过活动型党委这个平台，我们还

与广陈、大云的果蔬合作社负责人彼此之间有了更多了

解，经常交流一些种植的技术，让我受益匪浅，我也会将

我们种植的好经验、好做法和他们分享。”合作社负责人

王学锋说道。

作为探索“毗邻党建”新模式的生动样板，活动型党委

的作用还不止于此。随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全面开展，活动型党委成为了廊下、大云和广陈三地

党员共同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的重要平台，通过将主题教

育和实际工作结合，产业集群活动型党委进一步明确了工

作重点，将深化合作内涵、落实重点项目，更好地描摹出

毗邻区域发展的蓝图。

同样成为主题教育新阵地的还有沪浙山塘联合党支

部。“山塘河上山塘桥，山塘桥边两山塘。”这个由沪浙两

地山塘村共同组建的联合党支部，在不久前开展了一次别

开生面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会，地

址就在两地联手打造的明月山塘景区钹子书馆内。学习

会发布了沪浙山塘《学习汇》项目，在涵盖主题教育学习

书目的基础上，又遴选了《乡土再造——乡村振兴实践与

探索》等学习书籍。来自沪浙两地的党员更是结合主题教

育学习，从产业、文化、业态布局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明

月山塘阶段性建设发展，真正做到“规定动作不折不扣、

自选动作有声有色”。

其实，像这样的生动实践在我区不在少数，枫泾镇为

沪浙党员共上“宅基党课”，金山卫镇与平湖市独山港镇

联合召开“两新”党务红领联谊会……随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全面开展，区域化党建联建俨然成为

了感悟初心、汲取力量的“红色引擎”，“毗邻党建”内涵不

断深化。不久前，我区在“毗邻党建”引领沪浙跨界协同

治理的探索与实践更是入选了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最

佳案例。

10 月 7 日，在中国传统

节日“重阳节”到来之际，一

场以“敬老孝亲·爱在重阳”

为主题的公益文艺汇演在金

山万达举行。活动现场，上

海建国医院、上海康寿护理

院等主办方还为 18 对老人

举办了集体婚礼，来自朱行

70岁的王美华老人说，新中

国70周年华诞，她穿上了漂

亮的婚纱，既重温了甜蜜的

回忆，也弥补了当年的缺憾。

爱在重阳

本报讯 （记者 樊国庆 见习记

者 项竹彦）为进一步推进上海市区

级医疗卫生单位学科建设工作，近期

新一轮市医学重点专科建设计划公

布，金山共有两家医院在重点专科名

单中榜上有名，分别是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金山分院的骨科和复旦大学

附属金山医院的儿科、医学影像科和

肿瘤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

骨科作为上海市创伤骨科中心金

山分中心，门急诊量近 3 万人次，年

出院患者 3000 人。在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金山分院骨科住院部，不

仅病房内住满了病患，走廊上也放

满了加床供病人使用。医生介绍

这基本是该科室的常态。患者谷

先生因为前交叉十字韧带撕裂而

来金山分院进行手术。自从受伤

后他就通过网上预约想挂市六院

的专家号，却一直挂不上，而现在，

随着医联体的落实，六院专家每周

都会在金山分院驻诊，挂号难、看

好专家难的问题得到缓解，很快谷

先生就能进行手术。

据了解，依托市六院的优势，金

山分院骨科逐渐形成以创伤骨科、脊

柱外科和关节外科为特色专业、医教

研为一体的学科体系，并多次被评为

市医学重点专科。再次成为重点专

科后，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骨科将

在接下来的三年建设中继续保持现

有优势，不断对医教研方面进行加

强。

此外，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的

医学影像科、肿瘤科和儿科也成为了

本次的医学重点专科。作为上海市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基地、金山区影

像会诊中心，近年来医学影像科在医

教研方面平衡发展，形成了胸部、妇

科、甲状腺肿瘤及急腹症影像诊断和

研究方面的特色。在三年建设计划

中，医学影像科将加强亚专科建设，

加大力度外派人才，全方位多层次地

进行人才培训。

在接下来三年建设中，金山医院

肿瘤科将加强医院多学科协作和新

技术开展，借助先进的肿瘤新技术诊

疗平台，开展原创性项目研究，并培

养一支创新性人才队伍，打造以肿瘤

基因检测和生物治疗为特色的创新

性肿瘤诊疗平台。

金山医院儿科将在平台建设、人

员培训等方面打好基础，加强儿科专

科化，打造几项有特色的亚专科。

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重点专科

的引领作用，区卫健委将加大对四个

重点专科的投入力度，持续巩固专家

下沉服务机制，更好解决金山百姓看

病就医问题。

金山两家医院四个科室入选市级榜单

学科建设结硕果 重点学科新突破

（上接第1版）
主副食品销售平稳

长假期间，我区主副食品供应充

足，价格平稳。猪肉方面，我区菜市

场主要猪肉进货渠道为浦南批发市

场以及双汇、松林、金锣等品牌肉供

应企业。其中，夹心肉平均进货价为

21.8 元/斤，销售价为 23.6 元/斤。猪

腿肉平均进货价为 22.0 元/斤，销售

价为 25.0 元/斤。蔬菜方面，青菜进

货价约2.1元/斤，销售价约3.0元/斤。

商业运行安全有序
长假期间，我区商业安全运行，

商品供应充足。为贯彻落实“防风

险 保安全 迎大庆 护进博”工作要

求，切实加强国庆期间商品供应和城

市安全运行，区经委主要领导、分管

领导分别带队巡查了金山万达、红

星、欧尚等重点商场、超市及菜市场，

要求企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运行

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人防、技防等措

施，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营造良好的安

全环境，并进一步了解近期商品供应

和价格情况，要求市场、超市尤其要

做好节假日期间猪肉等民生商品的

供给保障。

新时代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