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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常策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工商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10225000638828， 正 本 编 号 ：

15000000200911120110，副 本 编 号 ：

15000000200911120111，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310115687371632，特此声明。

上海常策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

可 证 一 本 ，开 户 许 可 证 号 码 ：

JZ900096815202，开户银行：建设银行康

桥支行，账号：31001666817050012574，

遗失公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善昌

建材经营部遗失上海市国税通用定额

发票（一联伍拾元· 175mm X77mm）

正常（空白票）100份，纳税人识别号：

310225580108281， 发 票 代 码 ：

131001627961，发 票 起 始 号 码 ：

09345051—0934515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误区五：装了儿童座椅就放心
现象：一些家长为自己的孩子选购

了汽车儿童座椅后，却没有留意安装的

位置是否得当。

点评：汽车儿童座椅应该安装在汽

车后座。其中，婴儿专用的汽车安全座

椅必须放在后座上且婴儿面向后。而且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建议家长至少购

买两个不同种类的汽车安全座椅。

误区六：让孩子把头探出天窗
现象：家长把天窗或者车窗打开，让

孩子探出头去看窗外的风景。

点评：有硬物飞来或天窗出现紧急

问题令小孩受伤害。有报道说，一位车

主停车后让小孩把头伸出天窗玩耍。结

果，引擎熄火后天窗自动关闭，夹伤了小

孩的头部。这样的事故虽然是少数，但

也提醒保持警惕。专家建议驾车的家长

开启天窗或者车窗时，一定要照顾好自

己的孩子。孩子有时淘气，不知深浅，需

要大人时时叮嘱，时时保护。

儿童乘车安全9大误区（三）

本报讯（记者 张敏）十一国庆假期，

申城假日氛围浓烈。不难发现，有人头攒

动的地方，就有身穿蓝色制服的民警身影。

9月 30日晚间，全市道口出城方向车

流已明显增加。G1501高东收费口，当天

下午4时起，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加，截至

晚间 8 时，峰值时段小时通行量逾 3000
辆。浦东交警支队高速大队副大队长周刚

介绍，交警部门预计大客流会提前，提前布

置，当天 5：30就全员上岗，根据预案控制

车流量，减缓翔殷路隧道等车行压力。

景点方面，今年国庆期间申城浦江两

岸亮起国庆景观灯，恰逢滨江步道全面贯

通，警方预判浦江两岸亲水平台将迎来超

大客流，针对性强化了工作机制。陆家嘴

治安派出所警长刘学栋说，“往年我们的安

保力量主要集中在小陆家嘴和滨江地区，

今年十一假期有个特点，滨江整条线贯通，

我们安保力量也随之跟上，覆盖到潍坊、梅

园等地区。”

据悉，浦东小陆家嘴区域安保时段较

往年进一步延长，投放警力也相应翻倍，今

年浦东警方将安保时间延长至 10月 6日，

安保覆盖面积相比往年进一步加大，以小

陆家嘴区域为核心，外延覆盖至塘桥、潍

坊、洋泾等地区的滨江区域，确保在浦东滨

江各区域观赏黄浦江对岸外滩景观灯的客

流秩序平稳、有序。

作为传统热门景区，上海国际旅游度

假区内的迪士尼乐园每到节日，几乎都会

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大客流，10月 3日截至

晚间7时，国际旅游度假区已迎来了7.5万

游客。值得注意的是，为应对此次大客流，

度假区警方与园方调整闭园时间至晚间

10时，分隔散场客流出园频次。

夜幕到来，随着迪士尼乐园内烟花汇

演落幕，乐园大门广场上的民警相比白天

更加严阵以待，“蛇形”铁马调整为环形分

流样式。相比清晨入园高峰，集中到来的

散场人流对于管控的要求更高，通过环形

路线，提前分流轨交与自驾游客，并预留有

应急通道防止对冲。

而针对夜间客流特点，轨交迪士尼治

安派出所民警在散场高峰时段对站台区

域采取临时分流限行，在度假区警方配合

下，在站点内外视情况采取分段分批次放

行方案，确保区域内客流密度维持在安全

范围。

热门景点疏导客流 拥挤路段排堵保畅

浦东公安为十一黄金周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张敏

10月 2日中午 11时许，在浦东科技馆

附近有一辆停在路边等待的别克轿车突

然爆胎，路口排堵的交警刘文轩为了不影

响其他车辆通行，马上从警车中取来工具

帮忙换胎。汗水沿着交警的帽檐滴落在

地上，来自湖北的车主方先生看在眼里激

动点赞：“很感动，上海的警察真的是好样

的！”

国庆长假的第二天，早上7时不到，刘

文轩已经出现在新国际博览中心2号门外

的芳甸路上。浦东国际汽车展和动漫游

戏嘉年华双流叠加，很可能给周边交通带

来严重影响，刘文轩提前上岗，就是想早

点进入“临战状态”。

疏导车流，管理行人，芳甸路兰花路口，

刘文轩始终不停地前后奔忙，在他的指挥

下，新博中心2号门前车辆通行秩序井然。

上午10时许，刘文轩的对讲机传来信

息：世纪公园周边人车流增长很快，尤其

是 7号门前，排队等待进停车场的车辆占

用了一条车道，需要加强管理。刘文轩马

上驾车赶往现场进行引导处理。上午 11

时许，刘文轩再次被呼叫，赶往丁香路上

的科技馆 2 号门增援。刘文轩赶到现场

后，马上对挡在门前的车辆进行驱离，指

挥疏导出租车辆即停即走，很快使丁香路

恢复了秩序。

就在此时，一辆黑色别克轿车突然爆

胎。刘文轩眼见车流停滞，马上上前查看。

来自湖北的司机方先生说明情况后，无奈地

表示自己未带工具，也不会换胎。刘文轩一

路小跑穿过马路，从停在另一侧的警车后备

箱里取出千斤顶和扳手回到现场。

刘文轩让司机帮忙扶着千斤顶，自己

将车胎上的螺丝一一拧下，换上新轮胎

后，又一一拧上。因为上岗早，加上要骑

摩托执勤，刘文轩特地在警服里多穿了件

衬衣。此时虽已是秋天，中午的太阳还是

热力十足，刘文轩很快满头大汗。

看到这一幕，方先生非常感动，他说

是从湖北自驾来上海玩的，女儿要看科技

馆，因为车库停满了，只能让老婆带她先

进去。“看到警察走过来时，我心里咯噔了

一下。真的没想到，他竟然是来帮我换胎

的！等她出来，我一定要把这个热心警察

叔叔的事情讲给她听！”

外地游客车辆突发爆胎

“最牛交警”撸袖换胎保畅通
本报讯（记者 黄静）9月 28日，本

市正式启动“清死角、消盲区、大冲洗、迎

国庆”城市保洁专项行动，进行道路保洁

查漏补缺，消除环卫作业死角和盲区，确

保市容环境全流程、全要素、全方位精细

化管理，保障进博会期间道路环境整洁、

街容街貌美观、空间视觉靓丽。

本次城市保洁专项行动全面保障时

间为 9 月 25 日至 11 月 13 日，共计 50
天。主要保障范围为全市主要道路、进

博会核心区域和重点保障区域。主要工

作内容包括：清除卫生死角、消除保洁盲

区以及开展道路大冲洗专项活动。

在清除卫生死角、消除保洁盲区方

面，本市将加强区际结合部、街镇结合

部、城乡结合部、市政区管道路的保洁力

度，强化责任区管理，消除区域保洁盲

点；加强街巷里弄、中小道路的排查，消

除卫生死角，解决盲区无人保洁的问题；

加强高架道路路面吸尘盲带的保洁，增

加冲洗确保无垃圾、无积尘；加强机非隔

离带、绿化隔离带、路口斑马线、安全岛、

人行道树穴、高架桥柱周边、高架下阴影

空地区域、上下闸口坡道下等区域的保

洁力度，及时清理散落垃圾；加强对路沿

石、隔离墩、防撞柱及周边的冲洗，确保

无污渍、无小广告。

在开展道路大冲洗专项活动方面，

涉及的区分别在9月28和29日、10月13
和 14日、11月 2和 3日，集中装备、集中

人员对区域内道路开展全要素、全方位

的冲洗作业。

本报讯 （记者 严静雯）近日，

2018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暨就

业服务专家主题服务月主题日招聘会

在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康桥分中心

和云台路分中心举行。

迪士尼乐园、申通地铁、华润集

团、新世纪房产、沃尔玛投资等 60多

家单位提供1000多个毕业生岗位，大

部分岗位薪资在 4000 至 7000 元每

月。现场还邀请就业专家，为求职者

提供职业指导、解读就业政策。

据统计，两场招聘会现场参会

500多人，现场收到简历 400多份，达

成初步意向录用 90多人。新区就业

促进中心负责人表示，9个分中心将

进一步跟踪招聘会的面试及录用情

况，协同 36个街镇，为浦东户籍的应

届毕业生提供精准就业服务。

除了招聘会，浦东还从技能提升、

实地实践等方面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

业能力。目前，浦东已正式建立人才

金港训练营、二工大训练营、杉达大学

训练营以及中致服务社训练营，开设

包括金融 IT、云管理技能、工业 4.0等

8个职业训练项目。2017年7月至今，

新区共通过 75家见习基地吸纳见习

学员 610人，部分学员通过此项目成

功入职所见习的企业。针对就业困难

青年，浦东新区推出“就业训练工厂”

项目，通过模拟公司运作，让学员尽快

融入社会，将自己“推销出去”。

本报讯（记者 章磊）“开满玫瑰花

的眼睛，是你的眼睛，是我的眼睛……”9
月 28日晚，在上海浦东兰馨·悦立方剧

场，这首名为《相即》的小诗再次响起。

这是上海惠迪吉公益人心理关爱中心原

创的互动体验心理剧《小艺的故事》第

48场演出，也是2018年度中央财政支持

社会组织示范项目“惠迪吉关爱困境青

少年家庭项目”专场演出。

240余个座位座无虚席，平均年龄9
岁的57个孩子异常投入，互动体验环节

更是把手举得高高的，渴望上台给予留

守儿童“小艺”以支持与帮助。

这只是惠迪吉关爱困境青少年家庭

项目的一个缩影。据悉，该项目由 2015
年团市委重点资助课题《关爱边缘青少

年有效方式的研究》衍生而来，2016年

度入选团市委“爱心上海”公益行动，

2018年经专家评审入选中央财政支持

社会组织示范项目，继续践行以社会综

合治理的思路，聚合学校、政府、公益机

构等社会各界爱的力量，形成合力关爱

困境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公益氛围。

上海惠迪吉公益人心理关爱中心副

主任卢丽华介绍说，自 2018年 6月开展

以来，项目已在上海市进才实验小学、松

江区九亭第二小学、浦东新区沪东新村

街道、崇明区建设镇等 7个学校和街镇

开展系列活动，共1607人参与互动体验

心理剧进社区活动，71户困境青少年家

庭参与团体心理辅导，深入27户困境青

少年家庭开展入户式家庭心理辅导，7
户家庭参加了三天团体辅导。项目获得

了参与家庭的一致认可。

本报讯 （记者 蔡丽萍）为贯彻

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国有

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

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有关要

求，促进本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满

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决定，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下调上海科技馆普通门

票价格，由 60元/人降至 45元/人，下

调幅度 25%。其他优惠门票价格将

按规定作相应调整。身高 1.3 米（含

1.3 米）以下儿童、70 周岁及以上老

人、持有效证件的残疾人等特殊人群

继续实行免票政策。

上海科技馆是本市唯一一家实行

政府指导价管理的 5A级景区，在“十

一”国庆黄金周来临之际实施降价，体

现公共资源建设的国有景区公益属

性，对本市加快发展全域旅游，推动景

区及旅游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据了解，本次降价预计每年

可为游客减少支出2500万余元。

本报讯 （记者 黄静）10 月 1 日，

位于临港地区的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开

园试运营。作为公交配套，保障民生

服务，浦东南汇公交于 9 月 30 日正式

开通 1135 路，为游园乘客提供出行便

捷。

1135 路是临港主城区一条公交短

驳环线，自银飞路D港公交枢纽站（园

区西侧）始发，经银飞路、沪城环路、临

港大道、环湖西三路、夏栎路、雪绒花

路、杞青路、银飞路、再返回至银飞路D
港公交枢纽站，主要串联起临港大道地

铁站、临港大道停车场、宜浩欧景居民

区、雪绒花路停车场、海洋公园等公共

服务区和新建小区，满足市民轨交出

行、自驾出行等换乘需求。

园区试运营期间，1135 路配车 6
辆，均采用快充式纯电动新能源车辆，

平日日均班次 110 个，高峰行车间隔

5-8分钟，平峰行车间隔 5-10分钟；周

末日均班次 137 个，高峰行车间隔 4-8
分钟，平峰行车间隔 5-10 分钟。首末

班时间为平日 7：30-18：30，周末 7：
30-19：30；待今年 11 月 16 日正式开园

后，浦东南汇公交将根据园方运营时间

调整班次和首末班车时间等。

本报讯（记者 黄静）记者从市绿

化市容局获悉，经过专家评审、大众评

审和网络投票，2018申城“最美厕所”评

选结果日前出炉，浦东的浦东南路3493
号公厕、上海仁济医院东院门急诊大楼

一楼厕所、世博公园A7厕所和上海野

生动物园火烈鸟厕所成功入选。

据了解，上海“最美厕所”评选活

动于 8月 1日正式启动，历时两个月，

累计有 280余家沪上公厕参与评选。

此后，40家入围厕所单位接受了网络

投票，投票总数累计超过 130 万票。

在综合专家评审、大众评审和网络投

票的结果后，最终20座“最美厕所”和

5座“特色厕所”揭晓。

主办方表示，今年的评审更看重

厕所设计与环境的协调性；在服务管

理方面，则考察厕所是否可以满足各

类人群的实际需要，比如是否可以效

缓解女厕排队长时间较长的问题，是

否设置第三卫生间，方便母婴、儿童和

残疾人士如厕等。

浦东公益机构
关爱困境青少年家庭

清死角 消盲区 大冲洗

本市开展城市保洁专项行动

浦东南汇公交新辟一条线路
配套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开园

主题招聘会
助力毕业生就业

浦东4座厕所
入选“最美厕所”

上海科技馆
降低门票价格

浦东公安分局民警为游客指路。 □浦东公安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