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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王金成遗失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

资格证书，执业资格证书管理号：

12333143312311229，执业资格证书编

号：0174411，声明作废。

哎呀呀饰品店即日起注销，注册号：

31011560125482，统一管理码：151106080048，

正本编号：150033201303120230，副本编号：

150033201303120231，经营者张思艺，特此公

告。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丁国

祺）老人出远门走亲戚，谁知迷了路，还好

遇到了好心的村干部，才找到了亲戚家。

9月27日上午，一名家住青浦区的84
岁老人乘公交车到曹路拜访亲戚，在川沙

路秦家港路站下车后迷了路，沿着秦家港

路向西，走到了秦家港路 1101号的日新

村村委会。

村干部龚文君见老人神情慌张，便上

前询问。得知老人亲戚住在秦家港路

3000号附近，但具体在哪里说不清楚。

龚文君意识到老人走反了方向，应该

沿着秦家港路往东寻找。担心老人一个

人寻找会有困难，龚文君决定开车带他去

寻找。龚文君一边慢慢开车，一边询问老

人是否看到了熟悉的建筑。车行大约 3
公里后，老人终于发现了位于秦家港路

2300号的前锋村亲戚家。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顾莉

娜）国庆长假期间，市民周先生搭乘浦东

35路公交车去亲戚家看望长辈，不慎将

价值万元的野生人参礼盒遗忘在车上。

幸得公交司机相助找回，完璧归赵。

发现礼物不见后，周先生心急如焚，

经朋友提醒联系到了东高路当班调度员，

调度员了解情况后安慰他，并让他留下电

话号码。

此时驾驶员赵辉已驾车回到东高路

终点站，在“一程一检”工作中，发现车厢

最后一排座位上有一个野生人参礼盒。

经调度员核实后确认是周先生遗失的礼

盒，便通知其前来领取。

听到这个消息，周先生一颗悬着的心

顿时着了地，原来这个礼盒是他托朋友特

地从长白山带到上海的，给 90岁爷爷的

补品，礼盒失而复得不仅让他避免了经济

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能让老人感受到晚

辈对他的关爱之情。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王磊）

近日，浦东花木地区发生一起盗窃案，一

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车内的财物被盗。

虽然监控画面中始终没有出现嫌疑人的

正面图像，但办案民警凭借嫌疑人走路

姿态认出了犯罪嫌疑人，最终将其抓获

归案。

9月16日上午，市民王先生匆忙来到

花木派出所报案：前晚他将私家车停放

在路边，但一早发现车里的一根金项链

和2700元被盗。接报后民警立刻开展侦

查，由于案发现场照明条件较差，监控画

面中仅能辨别嫌疑人走路姿态，无法获

得其正面图像。

正当破案陷入僵局时，办案民警王

顺突然回忆起此人的走路姿态与去年被

其抓获的盗窃嫌疑人刘某极为相似。通

过画面回放，嫌疑人手臂上一串疑似浴

室吊牌的物品引起民警注意。最终，警

方在沪南路的一家公共浴室内发现了嫌

疑人刘某的踪迹，民警立刻对刘某实施

了抓捕。

王顺介绍，刘某是随机作案，他通过

拉车门等方式，进入车内实施盗窃。此

案中，王先生将车停在路边并未上锁。

警方提醒，驾驶员离开车辆后请拉

车门确认车门锁定，养成良好习惯，增强

防范意识，避免给不法分子可趁之机。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许

文峰）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近日开

工建设。

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路线起于南京

南站，经南京市江宁区、雨花台区、秦淮

区，镇江市句容市，常州市金坛区、武进

区及经济开发区，无锡市江阴市，苏州市

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等 11 个市

（区），终到在建的沪通铁路太仓站。工

程范围包括南京南站至太仓站间的正

线，约278.5公里。

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西接南京枢

纽，在江阴站与规划的盐（盐城）泰（泰

州）锡（无锡）宜（宜兴）铁路连接，在张家

港站与规划的通（南通）苏（苏州）嘉（嘉

兴）铁路连接；线路引入太仓站后，可利

用沪通铁路及沪通铁路二期向东接入上

海的浦西和浦东地区。该条铁路途经江

苏省和长三角地区城市最为密集、城乡

一体化程序最高、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最

好的地区之一，也是沪宁通道的第二条

城际铁路，将发挥沪宁通道的辅助客运

通道功能，是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

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悉，工程计划

建设总工期4年。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市安全

监管局、公安局、邮政管理局、消防总队、

交警总队等部门联合召集在沪主要寄递、

外卖企业，就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工作进

行集中督导约谈，督促企业切实落实安全

主体责任，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及时

消除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和交通安全隐

患，为进一步推进本市电动自行车消防安

全综合治理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记者从会上获悉，全市电动自行车保

有量超过 800万辆，其中，快递、外卖企业

占比十分之一。2012年以来，全市共发生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942起，造成37人死

亡、34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近亿元。今

年上半年，浦东、普陀、杨浦等区快递、外

卖人员住宿地，先后发生多起电动自行车

火灾。其中，浦东一起火灾造成两名外卖

人员受伤；静安一家快递配送点火灾造成

1名员工死亡。上述火灾均由电动自行车

违规充电引起，教训十分惨痛。

新修订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将于 2019年 4月 15日起正式实施，市

邮政管理局将组织本市寄递企业逐步淘

汰不合格电动自行车，集中采购专门型号

的专用电动自行车，确保使用安全。

市公安交警总队表示，本市已把加强

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作为“智慧公

安”的重要板块，将依托大数据、物联网技

术手段建立管理信息系统，进一步整治电

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

上海邮政公司、EMS、申通、中通、圆

通、韵达、京东、饿了么、美团等 20余家在

沪主要寄递、外卖企业，集体签订了安全

承诺书，表示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树立

“安全发展”理念，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

一”，认真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经过 3个多

月的谈判，最终 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

销目录。昨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

《关于将 17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

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

围的通知》。

本次纳入药品目录的 17种药品中，

12种为实体肿瘤药，5种为血液肿瘤药，

均为临床必需、疗效确切、参保人员需

求迫切的肿瘤治疗药品，涉及非小细胞

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

瘤等多个癌种，其中 10种药品均为 2017

年之后上市的品种。17 种谈判药品与

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 56.7%，大

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

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降低

36%。

记者了解到，此次纳入医保目录的泰

瑞沙（奥希替尼）专门针对由EGFR基因

突变引起的非小细胞肺癌，曾被称为“患

者吃不起的肺癌神药”，80mg规格的一片

药高达 1700多元。纳入医保后，医保支

付标准为每片 510元，降幅达 71%，患者

每月可以节省3万多元药费。

本报讯（记者 张敏）日前，上海海事

法院互联网门户网站改版上线。这是上海

海事法院打造“透明法院”“智慧法院”的又

一举措。新版网站对版面设计和功能设置

进行了优化，新版网站首页重点突出司法

动态和审执工作，栏目设置方面为当事人

和专家学者查询研究创造便利。

改版后，网站页面新增“调研成果”和

“裁判文书”板块，将原先需要点击导航栏

目才能查询到的内容直接在首页上展示，

并与“典型案例”以及“法院新闻”“审执动

态”板块共同构成首页主体展示内容，使

上海海事法院的主要工作分类清晰、一目

了然。

在首页“审执动态”板块中，除实时公

开审判工作信息外，添加执行工作信息，

更直观公开上海海事法院执行工作的相

关情况，进一步完善了执行信息的公开工

作。

另外，新版网站在导航栏目设置上对

司法政务和审执工作进行了细分和整合，

将原来归入审执工作栏目下属于政务工

作的内容剥离出来，单列至相关栏目。同

时，新版网站还特别重视司法数据的公

开，方便用户更加快速、便捷地找到所需

信息。

该院表示，网站改版是上海海事法院

加强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进司法公开的举

措。上海海事法院将继续发挥好法院网

站与社会公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增

强信息化与司法公开的黏合度，不断提升

司法公开工作水平，使司法更加阳光、法

院更加透明。

昨天，浦东军休中心罗山干休所举办“庆重阳花卉盆景展”，展品中最引人瞩目的要数军休干部曾传华提供的30盆微型盆景：扶
桑、金雀、三角梅、络石、六月雪、胡椒木、珍珠柏……他将大自然的雄山秀水、古树名木浓缩于花盆之中，配上古风浓郁的几架，缀以山
石人偶，相映成趣，别具韵味。与此同时，干休所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书画展也同时拉开序幕。

图为曾传华提供的30盆微型盆景吸引参观者的目光。 □徐网林 张玉龙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徐玲）昨日，新区科技

助老信息平台首批社区加盟商签约仪式

在浦兴路街道举行，老年人通过信息平台

牵线搭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多元化的服

务。

新区科技助老信息平台是浦东智慧

养老的标杆，浦东今年将有 20个街镇建

成 科 技 助 老 街 镇 服 务 站 点 ，通 过

“20809599”全区统一为老服务热线实现

老年人的紧急救助、居家养老、主动关怀

等服务。其中，线下服务供应商是信息平

台服务落实的关键。此次浦兴路街道推

出的《浦兴·家门口助老服务行动计划》，

以建立“家门口”科技助老信息服务平台

为载体，以倡导“助洁、助餐、助医、助浴、

助行、助急、助办、助法、助乐”的“九助”式

新型养老助老服务模式为目标，通过调动

各方服务力量，整合多方服务资源，为社

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的服务。

首批签约的加盟商涉及医疗康复服

务、家政服务、便民服务、环境保护等领

域，小到理发、开锁，大到手术后照护等，

社区老人都可以通过信息平台找到具备

相关资质的加盟商来提供服务。上海恺

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晓青告诉

记者，恺邻是上海首家“员工制”一对一

24小时全程照护机构，照护师持四证上

岗，现在签约成为服务加盟商，社区老人

一个电话就可以预约上门服务。“比如老

年人遇到意外骨折、手术后需要生活照

护和康复照护等，常住医院不现实，普通

的家政人员又无法照料，我们这样的专

业服务团队就可以帮忙解决难题。”浦兴

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黄锦海表示，首批

签约的十家加盟商都经过街道的严格甄

选，签订了服务合作协议，接下来，还将

通过问卷测评和年度服务考核等方式进

行优胜劣汰，确保将最放心的服务送到老

年人身边。

据介绍，目前街道的 3万多名老年人

的信息已经全部录入科技助老信息平台，

社区 1800多名独居老人、上百名孤老将

成为平台的重点关爱对象，服务站点将根

据其实际需求、年龄、困难程度，逐步设立

分层次的需求助老服务档案。同时，由街

道组织专业组织精心绘制的《浦兴·家门

口助老服务地图》也已下发到老年居民手

中，地图中收录了社区所有的养老机构、

护理医院、服务组织等，家门口有哪些服

务、如何联系这些服务全都一目了然，

“20809599”助老服务热线也随之为社区

老人所熟知。新区科技助老信息平台负

责人徐鸿燕表示，签约优质加盟商落实

“九助服务”的浦兴“家门口”为老服务模

式将在全区加以借鉴推广，年内还将有若

干街镇引入该模式，将科技助老线下服务

做得更细更实。

浦东科技助老信息平台首批社区加盟商签约

“九助”式养老服务模式试行推广

罗山干休所举办“庆重阳花卉盆景展”

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
药价平均降幅达56.7%

强化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

安监等部门联合约谈寄递外卖企业

江苏南沿江城际铁路开工建设

连接沪通铁路可达浦东地区

上海海事法院门户网站改版上线

乘客遗失人参 司机相助找回

八旬老人迷路 村干部驾车相送

停车未锁门 车内财物被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