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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临志天（上海）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证 号 ：

310115059300358，法定代表人：徐士年，

特此声明。

上海皋晟投资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税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营 业 执 照 编 号 ：

310141000148446，组织机构代码证编

号 ：34245420-5，税 务 登 记 证 号 ：

310115342454205，法定代表人：周婉君，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南码头路街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社物业）是隶属于南码头路街道办事

处的集体企业，负责南码头路街道办事

处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因工作需要，

现招聘公司总经理1名，具体要求如下：

一、岗位职责
在街道集资委的领导下，开展各项

工作：

1、积极稳妥推进集体资产经营管

理，完成各项经济指标，逐步提高经济效

益，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2、全面负责安全工作，注重安全检

查，杜绝安全隐患，确保全年不发生重大

安全责任事故；

3、注重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督促检

查门前“三包”责任制的落实，协助开展

社区拆违，杜绝群访事件发生；

4、注重廉政建设，杜绝不良之风，提

倡文明经商，加强各部门协调配合。

二、岗位要求
1、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

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遵纪守法，无不良

记录；

2、年龄 45周岁左右，特别优秀的可

适当放宽；

3、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具有

经济、金融、法律等相关专业背景的优

先；

4、具有5年以上招商引资、资产管理

等相关工作经验，从事过银行、证券、保

险，理财等金融行业的尤佳；

5、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作风踏实，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6、中共党员。

三、招聘程序
1、报名。应聘者需在 4月 15日前将

个人简历电子版以及身份证、学历证书

和相关专业资格证书的扫描件通过电子

邮箱发送至南码头路街道社区队伍建设

办公室，邮箱地址为nmtzzk@163.com。

2、面试。对符合招聘条件的人选进

行面试。

3、录用。面试后确定拟聘任人选，

安排体检，进行政审，符合条件者确定为

聘任人员。所聘人员试用期为6个月，试

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资格，试用期满

合格的，正式聘任。

四、薪资待遇
薪资面议。

联系人：陆女士

联系电话：021-58390610

南码头路街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社物业）总经理
岗位招聘启事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4月 1日起，《大团镇公益性墓地管理

实施办法》试行，试行期间（2016年 4月 1
日-2019年 3月 31日）将推出系列惠民政

策，积极推进大团镇殡葬改革，倡导生态节

地葬式，节约殡葬用地资源，满足公益安葬

需求，减轻村（居）民丧葬负担。

《办法》规定，免收永乐山庄标准化骨

灰堂骨灰格位购置费，仅收取管理维护费，

格位管理维护费可享受一次性政府补贴

600元；登记在册的散葬墓迁入标准化骨灰

堂、原墓地还土垦复的，每墓由政府给予一

次性搬迁费1200元；大团镇五保户、烈属、

低保家庭成员、重度残疾人等可减免永乐

山庄标准化骨灰堂骨灰格位管理维护费。

《办法》规定镇属的公益性公墓永乐山

庄及永乐北园为具有大团镇户籍的村（居）

民提供公益性骨灰寄存、生态安葬服务。

同时，经镇有关职能部门审定后，永乐山庄

标准化骨灰堂可以为区帮困济丧对象和其

他特定对象提供公益性殡葬服务。其中，

区七类帮困济丧对象为具有浦东新区常住

户口的社会孤老、烈士遗属、伤残军人、生

活困难的劳动模范、百岁老人、残疾人、低

保人员。

大团镇推行公益节地生态安葬的同

时，还积极倡导党员、干部带头文明祭奠、

低碳祭扫，积极采用敬献鲜花、植树绿化、

踏青遥祭、经典诵读等方式缅怀故人，弘扬

慎终追远等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浦东新区市民文化节系列活

动康桥文化服务日活动举行，三场由康

桥本地文化团队展示的拳、操、舞以及综

艺表演吸引了上千市民现场观摩，展演

活动全面展示了康桥群众文化的建设成

果和市民的文化风采，家门口的舞台给

老百姓文化带来了便利和快乐。

情景舞《弄弦》是综艺专场的重头

戏，以舞蹈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唯美飘逸

的琵琶艺术传承的故事。开场时，69岁

的平金才化身中国琵琶“浦东派”第六代

宗师林石城，一把琵琶掩埋在陈旧的箱

子之中，孤独的演奏表达了传承之路的

艰难，牵动着每位观众的心。悠扬婉转

的琴声吸引了众多前来学艺的年轻人，

通过群舞、独舞、双人舞的交织演绎，最

终，林先生将象征着浦东派琵琶技艺的

那把爱琴转赠给了年轻人，实现了艺术

的传承。

平金才告诉记者，这支舞蹈，他已经

跳了两年多，每次演出，进一步加深了对

浦东派琵琶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感悟。因为团队中的演职人员都是社

区里的“阿姨妈妈”，或是自由职业者，尽

管人员并不固定，但几乎每个角色都有

替补，随时随地都能表演，实现了文化艺

术的普及。2014年，舞蹈刚刚排演成功，

就在浦东新区群文创作节目比赛中夺

魁，2015年，又在“上海之春”群文新人新

作展评展演比赛中获得一等奖，“4月 23
日，我们将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群

星奖’上海地区选拔赛初赛，队员们信心

满满，打算以更出色的表演收获更好的

成绩”。平金才说。

文化服务日当天，康桥镇镇级文化

团队和村居级文化团队均为观众带来了

拿手好戏，来自锦绣华都小区的一位居

民告诉记者，“民星舞台”的表演已经是

一票难求，多彩的群文演出丰富了老百

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3月26日，2016上海市民文化节开幕，花木、洋泾、高行、曹路等8个街镇在合庆镇文广中心举行“浦东有戏”戏曲大荟萃交流汇
演。沪剧、越剧、京剧、黄梅戏等丰富多彩的演出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艺术享受。合庆镇文广中心作为东道主，新创作的沪剧表演
唱《共创美丽新合庆》充满了时代气息，精彩的表演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通讯员 陈爱红/文 记者 朱泉春/摄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日前，洋泾街道组织辖区 6个居民区

分别开展人民防空培训演练，增强洋泾居

民的防空防灾意识及应急避险能力。

新区人防培训专家为居民讲解了防空

警报的特点及防护行动。防空警报分为预

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预先警报

反复 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 3分钟，市民听

到警报应立即停止一切工作，把家中电源

拉闸断电，关好煤气、熄灭火种、关好门窗，

携带有效证件，生活必需品及防护器材，迅

速撤离到附近地下防空避难所、人防工程、

防空洞。空袭警报鸣响 6秒，停 6秒，反复

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如果此时无

法进入地下防空避难所，市民应利用地形

地物就近隐蔽，趴在地上双手抱头。解除

警报连续鸣响一长声，时间 3分钟。解除

警报之后，市民可以走出地下防空避难所，

恢复正常工作。

人防专家为居民们总结了几点，疏散

时要以楼组为单位，以楼梯为途径，以空

旷地为目标地进行疏散；不惊慌、不大声

喊叫、不推搡拥挤，听从指挥，有序撤离。

对于台风等气象灾害，专家建议，台风来

时最好呆在家里，当风力很大时，要关闭

门窗，千万不要在迎风一侧开窗门，避免

强气流进入。

如果外出，一定要注意道路两侧的易

倒物，如围墙、行道树和广告牌等。理论

培训之后，居民还进行了一次现场逃生演

练，居民们现学现用，依次有序，按紧急疏

散程序和路线进行撤离。通过此次培训

和演练，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忧患意

识和安全防范应对能力，提升了居民们的

防空防护和应急避险水平。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记者从浦东机场方面获悉，2016年全

国民航夏秋航季从 3月 27日零时开始，至

2016 年 10 月 29 日结束，历时 31 周，共计

217天。浦东机场航班量、航班密度以及

航线网络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和优

化。

预计浦东机场换季后初期航班执行量

每天起降1310架次左右，比上个航季增长

约 3.1%。随着东上航、吉祥、春秋、扬子江

等航空公司不断引进新飞机，并且受迪士

尼6月开园和7月暑运高峰的影响，预计从

年中开始航班量将持续增加，“五一”小长

假、迪士尼开园、暑假、国庆黄金周等高峰

时段日航班起降峰值达1370-1410架次左

右。

新航季浦东机场国际远程航线增势强

劲。东航计划6月中下旬新开上海至布拉

格、阿姆斯特丹、马德里、圣彼得堡航线，将

加密上海至纽约、洛杉矶、夏威夷、莫斯科、

奥克兰、多伦多、墨尔本以及悉尼的航线，

以及加大至旧金山、巴黎等航线的机型。

国航新开上海至美国圣何塞航线，对

巴黎、慕尼黑航线由每周三班增至每周四

班。东航将新开浦东至汕头、贵阳、万州等

航线；加密浦东至西安、昆明、郑州、鄂尔多

斯、张家口、合肥、长沙、日照、大连、福州等

航线。

另外，由于航班换季，各公司的航班时

刻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浦东机场方面提

醒广大旅客在出行前留意航班信息。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3月 27日，50多个家庭在三林路环林

西路参加了公益认种植树活动。本次活动

由上海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东明路街

道、民生银行同福支行以及新希望乳液共

同举办。

前来植树的孙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带

着孩子一起来认种，在一棵早樱树上挂上

了写有孩子名字的铭牌，树木长大后，对孩

子来说也是一种成长的见证。

上海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三林路贯通已有一段时间，但

目前路段两边尚未种植树木，让市民参与

公益认种不同的树木，把三林路装扮得更

漂亮不失为好事一桩。植树现场，50多个

家庭认种了近200棵树木，树木品种包括橘

树、红枫、花石榴、腊梅以及山茶等。

大团镇推行公益性节地生态安葬
域内标准化公墓堂免收格位购置费

合庆百姓乐享戏曲大餐

康桥搭建“民星舞台”

情景舞演绎浦东派琵琶传承路

浦东机场夏秋航班换季

洋泾街道举行防空培训演练

50个家庭参加公益植树

■通讯员 唐品璋 苏永生

近日，周浦镇老年协会秘书长钱桂芳

来到了红桥村红善睦邻互助点，与睦邻点

成员互动，体验快乐、多彩的睦邻点生活。

当天，睦邻点开展了击鼓传花活动，

一束鲜花随着鼓点在活动参与者手中快

速传递，鼓声停下，没传出花束的成员需

要表演一个节目，这时，在场的老年朋友

都笑得合不拢嘴。红善睦邻点已开办了

一年多。睦邻点负责人顾美琴负责制订

了每周活动计划，唱歌、跳舞、沪剧、越剧，

以及书法、绘画、打腰鼓等。天气晴朗，活

动就在老顾家的场地上，雨天就在老顾家

的客堂里。

村里谁家发生了急事、难事，睦邻点

的老年朋友出手相助。张石仙、顾美英二

人患重病，睦邻点的邻居轮流上门照顾，

令家属十分感激。睦邻点的活动受到村

民们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赞赏。

周浦睦邻互助点笑声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