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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丁 香 路 880 弄

1-23，25-31号三层 L303号单元为上海

山川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房产，曾租赁

给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音家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浦东丁香路第二分公司食品

店并办理了《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

号：JY23101150308985）。由于上海市浦

东新区上海音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浦

东丁香路第二分公司食品店已于 2018
年 10月 31日起停止经营且未继续支付

房租，因此房产权利人上海山川置业有

限公司登报声明解除与上海音家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浦东丁香路第二分公司

食品店的房屋租赁关系，并申请注销上

海音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浦东丁香路

第二分公司食品店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上海山

川置业有限公司承担。

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880弄1-23，
25-31 号地上一层 L112/L129号单元为

上海山川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房产，曾租

赁给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音家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浦东丁香路第一分公司食品店

并办理了《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号：

JY23101150177903）。由于上海市浦东新

区上海音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浦东丁香

路第一分公司食品店已于2018年10月31
日起停止经营且未继续支付房租，因此房

产权利人上海山川置业有限公司登报声

明解除与上海市浦东新区上海音家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浦东丁香路第一分公司食

品店的房屋租赁关系，并申请注销上海市

浦东新区上海音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浦

东丁香路第一分公司食品店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上海

山川置业有限公司承担。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 3057号 4F
（C4-3）室为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

司所有的房产，曾租赁给上海协伟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并办理了《食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号：JY23101150171965）。由于上

海协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10
月 12日起停止经营且未继续支付房租，

因此房产权利人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

限公司登报声明解除与上海协伟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的房屋租赁关系，并申请注销

上海协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由此产生的一切纠纷均由上海

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汤骏遗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非 执 业 会 员 证 ，证 书 编 号 ：

312018007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

磊）11月13日，为期两个月的2018年“益

行社区 筑梦金杨”金杨新村街道公益活

动月落下帷幕，一批在公益月期间为居民

提供多样服务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获

得表彰。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

钦建表示，近年来，多家社会组织对金杨

社区发展提供了很多高质量的服务，希望

今后继续为金杨社区治理增添活力。

旧衣换蔬菜、为环卫工人送温暖、创

意种植花卉墙……今年公益月期间，金

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联合社区公益力

量，聚集社会组织智慧，共发动75家机构

开展54项公益主题活动，内容涉及助老、

助残、环保低碳、志愿者服务、素质教育

等方面。

据统计，公益月期间，直接参与各项

活动的居民及志愿者超 4000人，受益人

次过万。“今年公益月活动面向全体居民

开放，旨在倡导人人公益、处处公益，将

公益生活方式融入社区。”金杨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主任杨彬说，“我们已在社区内

营造了浓厚的公益氛围。”

表彰会上，上海浦东新区乐耆社工

服务社、上海志领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等7
家机构获得公益创新奖，金杨社区党建

服务中心等5家单位获得公益传播奖，另

有金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 3家单位荣

获优秀组织奖。

杨彬表示，今年公益月活动中，金杨

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广泛动员了一大批社

会组织参与，希望为社会组织搭建对外

展示平台的同时，也拉近居民、企事业单

位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距离，从而带动身

边的社会组织参与到金杨社区治理中，

为“美好金杨”建设注入新活力。

“公益活动开展过程中，我们多次安

排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满意度调查，了解

参与者的真实感受。调查发现，参与居

民对各活动满意度总体较高。”杨彬说，

“因此，在此次获奖单位评选中，我们将

现场调研情况纳入评定标准，对开展活

动次数、服务人数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

虑，最终评出获表彰单位。”

在此次公益月众多活动中，上海志

领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设计推出了两个

“赋能”项目——“社区老年骨干志愿者

提升营”与“公益召集令项目机构管理者

赋能培训”。项目通过专业手段提升志

愿者的专业能力，让项目参与者受益匪

浅。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说：“通过开展公

益月活动，不仅锻炼了中心组织活动的

能力，也让我们加强了与其他社会组织

之间的互动，这对我们之后开展社区活

动有很大的帮助。”

徐钦建表示，接下来，街道将进一步

加强与社会组织、居民区的互动联动，发

挥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整合各类社会

资源，引导各方凝聚力量，共同参与到社

区治理中，让爱汇聚金杨。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陈志强）11月 13日，设在新港中学的

书院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基

地启动。今后，上海华源传统文化研

究院的宣讲团成员将走进书院镇的

居村“家门口”服务站、学校及企事业

单位开展核心价值观“展、讲、演”巡

回宣传活动。

书院镇党委副书记陈伟平表示，建

立教育基地是为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做得更细、更实、

更深入人心，引导全镇人民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动立德树人计

划，推进文明修身行动，弘扬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建设“文化书

院”夯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陈烁）11月10日、11
日，第七届“美高梅狮王争霸——澳门

国际邀请赛”在美高梅剧院举行。在男

子桩阵自选套路中，上海三林喜地龙狮

团以 9.29分的成绩力压群雄，获得本项

目“狮王”的美誉。

美高梅狮王争霸赛由美高梅与澳

门武术总会合办。此次参赛队伍来自

13个国家及地区，包括马来西亚、新加

坡、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以

及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参赛男子狮队须于 10至 12分钟内

完成指定套路，舞动出南狮的各种生动

形态，以动作难度、形态、配乐及狮队仪

容等作整体评分。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陈志

强）日前，“友道文化室”成立 20周年纪念

活动在惠南镇黄路老街一幢百年老屋里

举行。惠南镇黄路社区、黄路村、镇图书

馆相关负责人及志愿者、村民代表相聚一

堂，就如何让“友道文化室”更好地服务村

民进行研讨总结。

1998年，出生于黄路村的朱长超、彭

钢等人发起成立了方便村民读书看报的

“友道文化室”。朱长超无偿提供了3间老

屋及承担每月的水电费，书架、图书等由

朱长超、彭钢等人捐赠。由于朱长超、彭

钢都在外工作，周锦敏、杨文化、沈文兴等

11名村民主动担当志愿者，负责图书室的

日常管理工作。发展至今，“友道文化室”

拥有 5000余册图书和 1000余册杂志及多

种报刊。每天前来读书看报的村民、学生

络绎不绝，成为老街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

纪念活动中，老党员周锦敏介绍了“友

道文化室”20年来坚持服务村民的情况，彭

钢讲述了当年与朱长超一起创办文化室的

故事。朱长超等人乐于奉献为村民创办的

不仅是图书室，也是村民的“文化室”“议事

堂”，为村民提供了法律、科技、教育、保健、

婚姻等方面的服务和帮助。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11 月 12 日，

航头镇优秀群文作品展演拉开序幕。展

演汇集了全镇 39个居村的多个群文精品

力作，让航头百姓在“家门口”就欣赏到本

土的优秀原创作品。

此次参加展演的作品内容紧紧围绕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美丽庭院建

设、缤纷社区建设、“家门口”服务等重点

工作，汇集了歌舞、小品、戏曲、情景表演

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突出群众原创，凸

显“航头特色”，讲述百姓故事、反映多彩

生活。其中既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沪剧

表演唱《新官上任》《门前屋后》等，也有寓

意深刻的小品《留住乡愁》《回家》等。

航头镇文化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展演真正做到了“群众演、演群

众、演给群众看”，展示出航头群文创作

和“家门口”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同时

也凸显了广大百姓创造文化、享受文化

的热情。

据悉，展演将持续至 11月 28日，在全

镇 13 个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依次开演，

让航头居民在“家门口”尽享艺术盛宴。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张霞

婷）继合庆工业园区职工服务站和塘东

街户外职工驿站之后，近日合庆镇域内

又新增 3个企业职工服务点。合庆镇

总工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些服务点

将满足一线职工的精神文化等需求。

新增的 3个企业职工服务点分别

设在喔喔集团、佰思德公司和龙阳铜管

企业职工宿舍楼。服务点内配备了乒

乓桌、图书、书柜、医疗应急包等设施设

备，发挥体育健身、文化书屋等功能。

此外，职工服务点内还提供“互助

保障、女工保护、职工维权、集体协商”

等工会服务项目，借此保障企业职工的

基本权益，成为职工心灵的避风港、栖

息地和加油站，进一步增强企业文化建

设的凝聚力、向心力。

合庆镇总工会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新设的 3个职工服务点经过实地调研

和精心选址，按照贴近、贴身、贴心的原

则，为平时工作生活比较单一、业余文

化体育活动相对缺乏的一线职工提供

服务，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该工作人员表示，合庆镇镇总工会

按照“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工作”

的理念，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

推进并优化职工四级服务体系建设，利

用现有房屋设施设备，提高工会服务成

效，为广大职工群众提供更便捷、更多

样化的服务，提升职工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11月13日，世

博地区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主题歌会在

梅赛德斯奔驰演艺中心举行。工作、生活

在世博地区的中外友人汇聚一堂，用歌声

唱出筑梦起航的决心与信心。

现场表演者组成红色经典队、蓝色创

新队两大阵营，分别唱响了经典红歌与励

志歌曲。整场主题歌会分为“时代回响”

“世博强音”“崭新天地”三大篇章，新改编

合唱、原创阿卡贝拉、经典歌曲混搭等形

式丰富，现场掌声与欢呼声不断。

“希望通过这次主题歌会，加强世博

区域群众文化建设，提高白领青年及社区

群众的文艺素养，实现区域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世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称。

针对市民集中反映的“希望更多高

雅艺术活动进社区”这一需求，世博管理

局正通过加强与周边街镇的沟通合作，

不断促进服务匹配、项目对接、联动合

作，为周边社区配送优秀影视作品、东方

歌舞团演出等，打响文化惠民的世博品

牌。

鼓励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服务

金杨汇聚各方之力助推社区治理

书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基地启动

三林龙狮获国际
邀请赛“狮王”美誉

推进四级服务体系建设

合庆新增3个企业职工服务点

世博地区举办主题歌会

惠南“友道文化室”为民服务20年

航头优秀群文作品展演启幕

图为战斗英雄孙佑民向新港中

学学生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

□陈志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