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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4年前发生的“1115”重大火灾是上海

市民心中永远的痛。为了防范于未然，潍

坊新村街道日前在香榭丽小区举行高层居

民住宅楼疏散逃生演练。

当天，潍坊新村街道主要领导及辖区

内27个居民区的居民代表、20家高层住宅

楼物业公司负责人、街道安全生产监察队

成员等200余人参加并观摩演练。演练模

拟了高层住宅楼起火的情况，通过模拟报

警、居民疏散、水枪灭火、高空救援、现场急

救等项目，还原了火灾现场的紧迫感与危

险感，让居民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消防安全

意识和提升高层建筑逃生技能的重要性。

潍坊新村街道辖区内高层建筑较多，

如何应对高层火灾成为一门“必修课”。针

对此情况，街道在每个居委组建了专门的

义务消防队，经过专业培训，义务消防队成

为社区一支灭火抢险的有生力量。在做好

“人防”的同时，街道也将“物防”跟上，完善

义务消防队的消防器材与个人防护装备的

配置，以提高其执勤灭火能力。此外，对于

消防栓、灭火器等公共消防设施，街道安排

了专人进行保养维护、定期检查，以保证需

要时可以正常使用。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会在彻底

整治消防安全环境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

抓好高层建筑等公共聚集场所、易燃易爆

单位及各种重大火灾隐患频发行业及部位

的重点整治工作。并积极推进消防宣传进

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广泛组织社

会各方面力量维护消防安全，从源头上改

善消防安全环境，保证居民居住安全、企业

稳定发展。

■记者 徐网林 通讯员 黄六根 摄影报道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的一群女孩子

迷上了国家级“非遗”洋泾绒绣，并且还小

有收获。11月14日，学校在洋泾图书馆进

行了该校绒绣培训班作品展示。

去年，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绒绣培

训班成立，培训班由洋泾街道与黎辉绒绣

艺术公司合作开办，学员皆为该校女学生，

黎辉绒绣艺术公司派绒绣工艺师进行辅

导。经过一年的学习，同学们初步掌握了

绒绣的基本技艺，制作了一幅幅精美的作

品。展出的20幅作品色彩形象逼真，令前

来参观的老少居民啧啧称赞。此次展示将

持续1个月。

洋泾街道今后将继续通过对学生的系

统培训，发现和培养绒绣艺术的年轻传承

人，持续推进“非遗”洋泾绒绣的有效保护

和动态传承。

主办：浦东新区科协 浦东时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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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节养生必知的润燥食谱
秋冬是十分干燥的季节，当空气中

湿度只有 22 的时候，人们就会唇干肺

燥。这样的季节不宜进大补之剂，饮食

上应注意多饮清润汤水。特别是燥咳患

者，治疗方法也是以润为上。所以，秋冬

到来，所有的人都该“润一润”。现介绍

几种润燥食谱。

1、煲老冰糖水：这是最简单、最有

益、最润的糖水，只需在水中放入陈皮、

冰糖煲约2小时即成。煲老冰糖水最主

要的是用上好陈皮，够火候，除了润肺

外，对一切燥咳均有很好的疗效。伤风

咳嗽也可饮用，因为上佳的陈皮足以化

痰止咳。

2、红萝卜马蹄水：红萝卜有“小人

参”之称，可润肺生津。用红萝卜、马蹄、

杏仁、蜜枣及两片陈皮煲约 3个小时饮

用，甜润如琼汁甘露。如果小孩口唇干

燥爆裂，饮此汤后两三个小时，症状即可

缓解。

3、川贝炖苹果：用苹果一个，将盖

平切去，再将苹果心挖空，放入川贝霜与

苹果同吃，可治咳嗽痰多。

4、马蹄雪梨汁：取马蹄250克，白糖

250克，将马蹄、梨洗净、去皮，切成长薄

片，一同用洁净纱布绞挤汁液。将汁液

用凉开水稀释，加白糖拌匀即成。可清

热化痰。

（四）增加了生产经营单位提取使用

安全费用的规定

保证安全经费投入，是生产经营活

动安全进行，防止和减少事故发生的重

要保障。2005年以来，国家安监总局和

财政部先后研究制定下发一系列文件，

明确了安全费用提取使用政策措施。新

安法将其上升为法律规定。新安法第二

十条规定：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

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专门用

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费用在

成本中据实列支。安全生产费用提取、

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

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后制定。建

立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制度，是保障

企业安全生产资金投入，防止和减少生

产安全事故发生，维护企业、职工及社会

公共利益的重要举措。

此次《安全生产法》修改重点突出了哪些内容（四）

··新新《《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法》》宣传宣传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蔡顺国 浦东报道

虚假出资注册成立公司，再谎称即将

上市、购买原始股权可获得巨额收益。包

括知名大学教授在内共 8人先后上当，共

计被骗 360余万元。至案发时尚有 238万

余元无法归还。日前，浦东新区检察院以

涉嫌集资诈骗罪对吴某依法提起公诉。

全日制名牌大学学历的吴某，现年 47
岁，有文化，又口若悬河，与其接触的人都

被他的魅力折服。2010年 9月，吴某通过

“一条龙”注册服务公司以虚假出资方法，

注册设立了上海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其间，他以转让未上市公司内部股权

的方式，骗取情人母亲等人165万元。

贪心不足的吴某还将魔手伸向业务往

来的专家教授。2010年底，南京某大学龙

教授与吴某公司农业环保课题组开始接

触。“2012年初，他对我说，正在操作公司上

市，要筹集原始股东，向我介绍购买他公司

的原始股，起步股数为5万股，每股1.91元，

还说他的公司上市后，投资回报非常高。”

龙教授回忆，“当时他还说公司已经获中国

证监会批准，正在排队上市，多次催我汇

款，以便尽快操作上市。”龙教授信以为真，

决定以每股 1.91元认购吴某公司内部股 6
万股，与吴某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并以

其夫人名义向吴某账户汇款11.46万元。

通过龙教授介绍，吴某先后认识了复

旦大学钱先生，杨先生和何先生等人。

2012 年七八月间，吴某先后与三人签订

《股权代持协议》，以每股1.91元的价格，分

别转让给钱先生 20万股、杨先生 50万股、

何先生30万股公司内部股权，并先后收到

38万元、95.5万元和57.3万元。

吴某供述：“我先后编造了盐城盐碱地

改良、黑龙江生物发电、杭州湾钢铁烟气脱

硫及粉尘治理设备等多个投资项目。教授

们认为我的项目很有发展前途，所以他们

对我说的项目丝毫没有怀疑，有的还主动

要求合作投资我的项目。”对于骗来的钱

款，吴某直言，“龙教授、钱教授等 4 人的

200多万元大多还了前面骗的钱。至于缺

口部分资金都被我在公司经营和平时开销

中用掉了。”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11月15日，第十六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缤纷长三角浦东祝桥杯”曲

艺邀请赛在祝桥镇文化活动中心举

行。苏浙沪三地曲艺精英齐聚祝桥。

据了解，此次曲艺邀请赛吸引了

来自浙江、江苏和上海各区县11个单

位的 12 个参赛作品，包括评弹、锣鼓

书、上海说唱、双簧等艺术形式，以人

间真情、法制道德、廉政建设、民风民

俗等为主题。

祝桥镇文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上海国际艺术节曲艺专项活动

的承办权首次“花落”祝桥。近年来，

祝桥镇把传承传统特色文化与丰富群

众业余文化生活相结合。该镇积极挖

掘在当地广泛流传的上海说唱、沪剧、

江南丝竹、哭歌等民间艺术，并投入专

项经费加以保护传承。为丰富当地居

民生活，该镇还组织专业人员及民间

艺人编排节目送戏下乡，每月定期在

各社区剧场进行专场演出，并举办夏

季广场周周演、沪剧擂台赛等活动。

■本报记者 吴燕 浦东报道

为构建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

育课程、培养模式和学制贯通的“立交

桥”，上海今年首推中职教育-应用本科教

育贯通培养模式。日前，市教委发布《关于

开展中等职业教育——应用本科教育贯

通培养模式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 2015
年将继续推进并扩大中本贯通试点，招生

计划由市教委统筹安排，优先选择共属同

一职教集团的院校进行试点。

记者了解到，今年 9 月本市 3 所中职

校、2所本科院校已率先进行了中本贯通

试点，共录取 124人。它们分别是：信息技

术学校、石化工业学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

业，对口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工业技术学

校机械工程（数控技术）专业，对口上海第

二工业大学。

根据通知要求，明年中本贯通的招生

对象为符合当年上海市中等学校高中阶

段招生报名条件的本市常住户籍应届初

三学生。招生计划按照当年的中职和高等

学校事业发展需求，由市教委统筹安排。

中本贯通学习年限一般为七年。中职阶段

学成后，须参加转段考试，转段考试由文

化课考试和技能水平测试组成，其中文化

课成绩占50%，技能水平测试成绩占50%。

文化课考试由市统一组织、统一命题、统

一评卷，技能水平测试由本科院校单独实

施，单独划线，单独录取。

据悉，中本贯通培养的试点专业，须

是行业岗位技术含量较高，技术技能训练

周期较长，熟练程度要求较高，社会需求

量较大且需求较为稳定，适合中职本科培

养目标相互衔接贯通的专业。本科专业须

是以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专业，

且与学校的发展定位相符合。市教委优先

选择已开展中高职贯通培养试点的中职

学校以及试点专业，优先选择中职校精品

特色专业。

市教委提醒，申报中本贯通培养试点的

高校原则上可申报1-2个专业，每个专业可

与1-2个中职学校合作。每个中职校原则上

申报1个专业，每专业原则上不超过40人。

长三角曲艺精英祝桥竞技上海明年推进扩大“中本贯通”试点

巧手学“非遗”
绒绣展技艺

潍坊高层住宅楼
疏散逃生演练举行

大学教授等多人
被骗360余万元
吴某涉嫌集资诈骗罪被公诉

倡导全民读书 鼓励回报社会

花木“青年书香家庭”引领阅读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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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为了服务青年学习成长，建设学习型

团组织，花木街道团工委在社区内推出了

思学青年读书会、“十大青年书香家庭”评

选等活动吸引了年轻人广泛参与。日前，

一本近15万字的新书《最是书香能致远》

出炉，它记录了花木全民读书的学习氛围

在社区内形成的经过，以及青年如何将读

书与公益结合，回报社会的故事。

青年书香家庭唱主角

在11月14日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58
个社区“十大青年书香家庭”入围家庭的代

表，以及街道下属6个分社区、42个居委会

的青年团员们共计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

见证了《最是书香能致远》这本由社区里的

“读书人”共同参与完成的新书面世。

十大青年书香家庭读书、藏书的事

迹，是这本书当之无愧的“主角”。今年年

初，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响应

习近平总书记给青年“勤学、修得、明辨、

笃行”的寄语，花木街道团工委开展了“十

大青年书香家庭”评选活动，得到了200多
个家庭的积极响应。经过多轮评审，最终

10个家庭荣获“十大青年书香家庭”称号，

20个家庭获得提名奖，28个家庭获得入围

奖。这些家庭提交的关于读书、藏书的文

章，被纳入“尚读书”的章节，占了《最是书

香能致远》大半的篇幅。

记者发现，这些家庭中既有家学渊源

深厚，全家老少都爱读书的书香世家，也

有开办桑榆书社，在邻里、楼组中带出一

股“读书风”的公益读书达人。街道团工

委相关负责人称，这些青年书香家庭有三

个共同点：“一是家庭读书氛围浓厚，家庭

成员爱读书、爱藏书，在学习方面获得过

很多荣誉；二是善于把读书的成果转化成

个人的修养，从而助力自己和家人的事

业；三是修身养性，在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都受到社

区居民的广泛认可，并且在读书之余热心

社区的公共事务。”

读书会丰富青年生活

“爱读书”是《最是书香能致远》的另一

大板块，它记录了“思学青年读书会”举行

的系列读书主题活动。“思学青年读书会”

是社区青年公务员与社区工作者们一起读

书学习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花木街道

团工委给3500人次的青年带来了60余场

名家讲座、读书沙龙、座谈交流等活动。

王丽平是一名80后青年公务员，当她

还是学生时，就有泡在图书馆里读书的习

惯。离开象牙塔走上工作岗位后，王丽平

却有些不适应，她在自己的《读书随想》中

写道：“工作之后，常常忙于公务和家庭，

读书不如在学校那般投入。”而在参加思

学青年读书会活动后，她又有了静心读书

的感觉。“读书会定期有一些好的讲座、好

的分享，时不时帮我们清清脑子，给心灵

做个SPA，又能增长见识，引发思考。”

如今，读书会的“那些年，我们读过的

书”漫谈分享、“林华下午茶”名家讲座等活

动都已打出品牌，成为社区中引领青年文

化的“风向标”，它也在服务青年的同时，引

领青年投身公益活动。目前，思学青年读

书会与缘梦之家志愿者服务社合作，组织

青年志愿者深入社区敬老院，为老人读书

读报，并且为孤寡老人编写自传。“这个项

目是读书与公益活动相结合而迸发出的灵

感与创意。我们希望能借此让青年‘阅读’

到老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百善孝为先

的传统美德。”相关负责人称。

图为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师生观看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