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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李宝遗失半导体芯片制造工（氧

化扩散）职业资格鉴定证书，鉴定等

级：高级，证书编号:1603000334300027，特

此声明。

上海昶嘉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户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高桥支行，法定代表人：刘

君，特此声明。

■本报记者 徐玲

今夏，川沙新镇夜市整体升级，引进

“渔鲜码头”品牌，将上百种平价海鲜带到

夜市，让吃货们“没在海边，吃遍海鲜”的

梦想成为现实。

“渔鲜码头”海鲜直送自选区拥有

1000平方米的超大生鲜超市，在这里，张

牙舞爪的帝王蟹、饱满的雪蟹、生猛的澳

洲龙虾、带膏的富贵虾等都在水缸里排

队，供市民挑选上桌。在夏日夜市，营业

到凌晨4点，再加上最近的足球世界杯盛

宴，让夜市成为川沙最火爆的消暑之地，

海鲜、啤酒、烧烤，川菜、徽菜、本帮菜、东

北菜等各大菜系各有摊头。吆喝声、喧哗

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至于市民关心的夜市大排档食品安

全问题，川沙夜市采用了多种措施进行食

源管控，每个摊位所使用的油、调味品、酒

类、饮料均在夜市指定的超市购买，实行

指导价统一供应。荤素食材由摊位自行

采购，但每种食材都有追溯码，哪怕是一

棵青菜，也可以追溯来源产地。为解决夜

市的油烟问题，管理方统一安装了排烟系

统。记者注意到，在油烟最大的烧烤摊位

附近，食客也都安心用餐，并未被呛人的

油烟破坏了好兴致。

浦东川沙名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朱春明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规范川

沙夜市的经营管理，夜市在业态布局、食

源控管、油烟处理、公共配套、灯光氛围、

就餐气氛、车辆停放等细节上下足了功

夫，尤其是世界杯期间，针对夜市人员聚

集，采取定点定时安排保安人员加强巡

逻，确保安全有序。

7月 9日，一场蓝鳍金枪鱼整鱼解体

秀不仅满足了食客挑剔的嘴巴，还满足了

他们的好奇心，厨师下刀稳准狠，一刀便

将鱼头和鱼身分离，随后细致整齐地将金

枪鱼各部分分割完毕，精湛的刀功赢得了

现场观众阵阵掌声。经过品尝之后，食客

无不啧啧称赞。小青龙、西施蚬、山东竹

蛏、斑节虾等必点菜式还有买一送一活

动，一波一波的食客呼朋唤友，每到夜幕

降临，夜市便一桌难求。

目前，川沙夜市除去“渔鲜码头”

外，还留有 42 间摊位，正在积极引进比

较有特色且群众接受度高的商户入

驻。与去年相比，现在的川沙夜市是集

各大菜系以及烧烤、海鲜超市、海鲜自

助餐厅于一体的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

的餐饮场所。除了品尝美食，这里还经

常举办特色美食文化展演活动，规范的

经营场所、安全卫生的食材原料、丰富

的视听享受，使得川沙夜市成为市民消

暑纳凉的好去处。

本报讯（记者 黄静 通讯员 周莉

华）由于浦东38路、浦东20路原临时终点

站高科东路站将被拆除，从7月18日首班

车起，两条线路终点站将迁移至齐爱路公

交枢纽站。据悉，该枢纽站紧邻轨交2号

线唐镇站，实现了公交和轨交换乘的零距

离。

随着庆利路环庆南路枢纽站和唐镇

地铁站齐爱路公交枢纽站的顺利竣工，浦

东38路原临时终点站（高科东路站）将进

行拆除，7月 18日首班车起，浦东 38路终

点站将迁移至齐爱路新枢纽站内，起始站

将由环庆东路环庆中路迁移至庆利路环

庆南路枢纽站，同步浦东 38路走向将有

所调整。具体线路走向调整为：上行自唐

镇地铁站枢纽站起沿高科东路、顾唐路、

循原线庆利路环庆南路终点站；下行自庆

利路环庆南路至唐镇地铁站枢纽站。沿

途撤销站点为：上行的原唐龙路齐爱路

站、唐龙路顾唐路站、顾唐路唐龙路站、环

庆中路环庆东路站、环庆东路环庆中路站

不再停靠；下行的环庆东路环庆中路站、

环庆中路环庆东路站不再停靠。

同时，浦东38路将新增站点：上行的

高科东路顾唐路站、高科东路跃益路站、

庆利路凌白公路站、庆利路环庆南路站；

下行的庆利路环庆南路站、庆利路凌白公

路站、东川公路庆荣路站、高科东路跃益

路站、高科东路顾唐路站。

另外，随着齐爱路公交枢纽站顺利竣

工并与公交完成交接，自7月18日首班车

起，浦东 20路终点站将正式迁移至新规

划枢纽站内。其具体线路调整情况：上行

自海松路凌空路至唐镇地铁站枢纽站走

向不变；下行自唐镇地铁站枢纽站起沿高

科东路、顾唐路、循原线至终点站海松路

凌空路。调整后，原唐龙路齐爱路站、唐

龙路顾唐路站不再停靠，如需该站点的乘

客可换乘浦东 48路或浦东 2路至顾唐路

龙东大道。

说到紫色花海，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薰衣草，其实在世纪公园也有一片近5000平方米的“紫色花海”——柳叶马鞭草花田。据介
绍，柳叶马鞭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花期长，上海土壤、气候等环境适合柳叶马鞭草的生长。目前世纪公园马鞭草已进入最佳观赏
期。图为游客在世纪公园柳叶马鞭草花田留影。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陈卫锋）

身患残疾、来沪打工的张师傅，驾驶残疾助

动车途经工地时意外受伤，经鉴定构成三

处十级伤残；赔偿事宜协商不成，起诉后法

院判赔26万余元，但肇事方包工头支付了

2万元后却玩失踪……近日，张师傅从浦

东法院执行法官手中接过自己的 20万元

“救命钱”，他悬了一年多的心终于落下了。

张师傅年逾五十，因身患残疾无法从

事重体力活，平时出行全靠一辆残疾助动

车。2015年春节过后，他找到了份看店的

工作。2016年 8月 5日下午，他驾驶残疾

助动车经过民生路上一处工地时，因施工

方没有做好安保措施，造成交通事故，张

师傅受伤。交警部门认定，施工方上海呈

君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称呈君通信公

司）承担事故全责。

索赔无果后，张师傅向浦东法院起

诉。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呈

君通信公司向原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等共 26.6万元。然而从事故

发生直到判决生效，被告呈君通信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也就是该工程的包工头尤某

除了微信转账 2万元给张师傅外，再没有

任何赔偿表示。张师傅只能向浦东法院

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

如何保障张师傅的合法权利？首先

得找到尤某本人。但是，承办法官黄为忠

调查后发现，呈君通信公司主要从事通

信、管道等建筑施工业务，这类公司经营

地和注册地通常是分离的。面对张师傅

不幸的遭遇，黄为忠暗下决心：一定要尽

快找到尤某，替张师傅拿回赔偿款。

寻找包工头尤某的过程很费周折，但

功夫不负有心人，黄为忠有一天接到线

索称，在祝桥镇某处工棚发现了尤某的身

影，法官再次带队前往现场。确认尤某的

身份后，法官将其带到法院说明情况。在

法院，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面介绍

张师傅的特殊困难，一面严正告知其拒不

履行生效判决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要求

其立即履行。但直到此时，尤某仍然表示

自己没钱、不愿履行。

法官研判案情后认为，尤某未积极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未在法院责

令的期限内申报财产，其行为已经构成妨

害执行，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应对

其采取司法拘留十五日。此时，如梦初醒

的尤某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幡

然醒悟的他终于拿起电话，请朋友立即送

来20万元执行款，并承诺剩余的4万余元

也将尽快履行。鉴于其最终能够履行义

务，且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法院最终

没有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措施。

本报讯（记者 黄静）市绿化市容局

日前公布了本市 2018 年“露天电影进公

园”完整排片表。据悉，“露天电影进公

园”活动已于本月启动，将持续至 9 月底

（个别区最长开展至 10月 5日）。在此期

间，全市 16 个区每周都将在一个公园绿

地免费放映一场露天电影，全市累计放映

220余场次。

作为本市绿化文明行业创建活动中

的一项特色内容，“露天电影进公园”活动

一直深受市民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与往

年相比，今年的“露天电影进公园”活动呈

现两大特点，即放映质量全面升级，项目

实施更加便民。

据介绍，今年电影院线公司组织了

专业化的放映团队，合理选择放映位

置，淘汰了各公园放映点使用了近 10 年

的简易一体机，采用了更为先进的 DLP
技术的投影机，物理像素提升后，基本

达到了高清效果。银幕的宽度升级到

5.3×2.9 米，让观影者能够享受到更好的

观影体验。此外，放映人员也全部由专

业放映员担任，并对放映情况举行实时

的数字监控，有效避免放映故障的发

生。

“露天电影进公园”活动作为今年正

式公布的绿化行业便民利民服务措施之

一，立足于更好地服务市民游客，送上精

神文化大餐。今年各区绿化管理部门调

整了往年一部分放映效果较差、观影人数

较少的公园放映点，在游客量相对较多的

公园新设放映点，如浦东的江镇市民广场

等。

本报讯（记者 黄静）日前，由团市

委、市绿化市容局联合主办的“垃圾要分

类、一学马上会”2018年上海青少年环保

志愿者集中行动暨生活垃圾分类社区宣

传实践活动正式启动。

此次活动依托市青年志愿者协会面

向社会招募 60 多名青年环保志愿者，联

同市绿化市容系统青年志愿者、青年社

会组织志愿者等，共同组建了上海青少

年生活垃圾分类社区志愿讲师团。今年

7-8月，志愿者们将把垃圾分类课程送到

全市“爱心暑托班”的 500多个办班点上，

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直接学习了解垃圾

分类知识。此外，团市委正在逐步建设

共青团参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社

区，动员更多基层团组织更深层次参与

垃圾分类。

为了吸引更多青少年关注了解垃圾

分类知识，主办方还正式发布了由爱心

人士授权的上海青少年垃圾分类公益卡

通形象——“悠嘻猴系列”。此前，团市

委已联合市废弃物管理处、市绿化市容

局团委共同发起了垃圾分类知识校园宣

讲项目，编写了《垃圾的产生》《垃圾的危

害》《垃圾的分类》《垃圾的减少》《垃圾的

处理》等系列课程，组建了“行业青年+大

学社团+社会组织”的垃圾分类知识校园

宣讲志愿者队伍，自 6 月初培训上岗以

来，已有 162 人次参与宣讲，覆盖中小学

生近 3000人。

引进“渔鲜码头”品牌 食材原料均可追溯

川沙夜市升级 平价海鲜上摊

“露天电影进公园”排片出炉
今夏各区累计放映220余场次

浦东38路和浦东20路
终点站将迁至齐爱路枢纽站

世纪公园“紫色花海”美翻天

青少年生活垃圾分类社区宣传实践启动

垃圾分类课覆盖全市“爱心暑托班”

执行法官倾力办案

张师傅拿回了20万元“救命钱”

本报讯（记者 黄静 通讯员 翁依

幸）7月7日一大早，市民周女士来到芦恒

路公交枢纽站送上了两面锦旗，并连声感

谢浦东上南公交 955 路的驾驶员和调度

员认真负责、乐于助人的精神。她激动地

向车队管理员讲述起前几天曲折的寻物

经历。

7月 3日傍晚，周女士乘坐 955路，不

慎将携带的硕士学位证、医生职业资格

证、从业资格证、技术资格证等多本重要

证书遗忘在车上，等她想起来再追到芦恒

路终点站时，却因为无法提供车牌号而没

能找到失物。当时，调度员朱瑛认真地记

录下了事情经过，并告诉周女士，车队一

定会尽力帮忙寻找的。

然而，周女士已方寸大乱。很显然，

证书丢失的麻烦太大了。离开芦恒路后，

失望的周女士竟然沿着车辆途经的道路

去翻看每一个垃圾箱，希望这些对其他人

毫无价值的证书会静静地躺在某个角落

里，可惜的是她并没有找到。

一番找寻无果后，周女士求助了广

播电台，在交通广播电台插播了寻物的

信息，并准备寻找报社刊登遗失声明，

甚至向交警部门寻求帮助。之后，她辗

转来到成山路停车场，寻找可能会有失

物的 955 路公交车，此时已是当天晚上

10 点 30 分，看着眼前一辆辆营运结束

静静停放着的公交车，周女士内心感到

无比绝望。

其实，朱瑛在接到周女士的求助后也

没有闲着，她关照下一班的调度员杜娟密

切注意失物，并请她关照每一名驾驶员务

必仔细检查车辆。直到下班前，杜娟也没

有发现失物，于是她又打电话请第二天早

上接班的驾驶员唐仁荣早点到停车场寻

找失物。

第二天清晨，周女士接到了调度员打

来的电话，原来是驾驶员唐师傅找到证书

的好消息。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她经历了

从焦急、失落、失望、绝望到找回东西的惊

喜，看到几本证书完好无损，激动的周女

士表示，感谢这些默默奉献、可敬可爱的

公交人。

浦东公交人书写暖心故事——

乘客遗失的重要证书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