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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驾驶室。在驾驶室内，特别是

一些客车、小卧车，车内的坐垫、窗帘、

地毯等均为可燃物，受动火或其他热源

作用，便会逐渐发生阴燃，直至蔓延成

灾。

9、避免汽车自燃有哪些方法？

（1）做好机动车日常检查，防止电气

线路故障或接触不良非常必要，这是预

防机动车火灾最重要的手段。比如，要

定期检查汽车线路是否有破损、是否有

漏油现象；定期检查电路油路，因轿车的

线路在使用三四年后常会出现胶皮老

化、电线电阻增大而发热的现象，容易出

现短路，例如，蓄电池接线柱因杂质、油

污或腐蚀使得接点松动发热，引燃导线

绝缘层；长期受震动或温度急剧变化影

响而使线路接点松动等。

（2）不要轻易私自改装汽车。如果

一定要改装，应让专业技术人员做专业

改装，如电路改装或加设备时，线源一定

要包好，防止漏电。

（3）行车时还应注意，发动机运转时

不向化油器口倒汽油；保养汽油滤清器

时不用汽油烧滤油器芯；尽量不采用吊

火方法；避免油路系统有滴漏；避免汽车

停驶后长时间打开点火开关。

交通工具防火逃生问答（九）

本报讯（记者 黄静）今天，“2019
世纪公园赏梅游园会”正式开幕。根据

上海近期天气，园内的 500 余株蜡梅、

4000 余株梅花将竞相开放，呈现“蜡梅

飘香，红梅争艳”的盛景。

世纪公园栽种有近 500 多株蜡梅，

品种主要为磬口蜡梅、素心蜡梅两种，眼

下已进入最佳观赏期。其中，最为抢眼

的要属来自四川大巴山的野生老蜡梅。

它们10多年前就来到世纪公园，如今已

经适应了上海的环境和气候，花开得一

年比一年旺盛。

据专家介绍，由于 2018年冬季温度

较往年偏高，寒冬蜡梅还在盛开，初春的

红梅也含苞待放，而世纪公园中的“小玉

蝶”“宫粉”等早梅品种已零星显露颜色，

4000 多株梅花则将在春节前后陆续怒

放。春节期间的世纪梅园汇聚一片红、

绿、粉、黄、白的梅花织锦，为游客们带来

一场春天的视觉盛宴。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赏梅游园会上，

游客还能欣赏到中国插花花艺大师王路

昌、梁胜芳、王志东和上海（花艺）工匠朱

道义以及在各类花艺比赛中屡获大奖的

花艺师精心创作的 20 件插花作品。20
件插花作品主要为以缸、筒等为器皿的

中国传统插花作品，和以架构和异形的

器皿创作的新“海派插花”。

本届赏梅游园会期间，世纪公园还

将开展“‘金猪迎春’第四届中国历代陶

瓷雕塑生肖主题系列展”“第四届东窑·
浦东陶瓷艺术展暨市民陶艺体验活动”、

新春非遗民俗展等系列活动，喜欢摄影

的市民们还可以继续参加世纪公园举办

的“2019 世纪公园赏梅游园会”摄影大

赛，将自己的摄影作品上传至公园网站、

微博、微信，优秀作品将可得到丰厚的奖

品。

据悉，为了让更多喜爱梅花的游客近

距离感受梅花之美，1月21日至3月19日
游园会期间的公园门票价格保持不变，仍

为 10元/人，凭学生证可享半价优惠，且

1.3米以下儿童、65周岁以上老人、现役军

人、离休干部等人群可免费入园参观。

世纪公园赏梅游园会今日开幕
将现“蜡梅飘香，红梅争艳”盛景 春节前后进入盛放期

1月18日上午，浦东新区南汇博物馆在馆内举行了历年社会捐赠部分藏品展。此次展品从南汇博物馆历年接受捐赠的618件藏品
中精选了近80件，涵盖书画、陶瓷、文献、古籍，民俗物品等类别。南汇博物馆旨在以此感谢多年来支持博物馆事业的众多捐赠者，也期
望观众在观展之余更加关注南汇博物馆未来的发展。

图为学生在观展浦东派琵琶演奏家林石城使用过的琵琶。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黄静）记者从日前召开

的浦东新区合同信用促进会四届一次常务

理事会上获悉，经该会组织，2018 年共认

定 2016-2017 年度合同信用 A 级以上（含

A））暨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393家，

保持了“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持续增长的良

好局面。

自 2003 年上海市建立企业合同信用

评价体系以来，2018年是第 9次集中开展

企业合同信用等级评估暨“守合同重信用”

认定年。作为上海市社团组织规范化达标

建设5A级协会，浦东新区合同信用促进会

在上海市合同信用促进会和浦东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的业务指导下，在全区广泛开

展信用等级评价和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认定工作。

2018年，经浦东新区合同信用促进会

组织，共有393家企业被认定为2016-2017

年度合同信用 A 级以上（含 A）暨上海市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其中，合同信用为

AAA级企业344家，合同信用为AA级企业

39家，合同信用为A级企业 10家。自“守

合同重信用”活动开展以来，浦东新区也涌

现出了一大批诚信标杆企业。

据了解，“守合同重信用”活动开展已

久，在帮助企业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培育

诚信守约意识、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这块牌子也切实提高了企业在竞标、

争取合作伙伴、获取相关荣誉、享受政府

优惠政策等方面的竞争力。浦东新区合

同信用促进会“走出去”为企业服务，组织

了《合同法》法律法规培训，举办“企业合

同风险管理与防范”等讲座，吸收更多企

业参加到“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诚信建设

活动中。

浦东合同信用促进会召开四届一次常务理事会

393家企业被认定“守合同重信用”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吴汉

聪）春节将至，家家户户都会置办年货，

而与这喜庆祥和气氛不和谐的是有人

把盗窃目光瞄准了年货。近日，浦东公

安分局就抓获一盗窃年货嫌疑人。

近日，浦东公安分局杨园派出所

接到一位居民报案称：家中阳台上晾

晒的年货被盗。民警详细一问，被盗

的居然是腊肠 8 串、麻鸭 4 只、猪肉 3
公斤、鱼 4 条……民警立即前往案发

现场展开调查。经过细致排摸，查看

监控，民警发现一中年男子于案发当

日凌晨，先后两次通过踩踏长凳登高

的方式从案发地阳台盗窃晾晒的年

货，偷取后再用衣物遮盖搬运到轿车

内。根据线索顺藤摸瓜，民警基本确

认嫌疑人为居住在同一小区内的王

某。没过多久，民警就在王某居住地

将其抓获，并在屋内冰箱冷藏室中查

获疑似被盗腊肠等物品。

目前，王某已被浦东公安分局依

法刑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1月 17日，

浦东女职工“五一巾帼大讲堂”开课仪式

在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举行。

作为覆盖浦东全体女职工的综合学习平

台，“五一巾帼大讲堂”将通过社会化手

段，推出 10个门类的课程菜单，以此丰

富女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女职工

的自我学习与岗位竞争能力。

据介绍，“五一巾帼大讲堂”由女

职工周末学校升级而来，不仅扩大了

覆盖面，也大大丰富了课程种类。“五

一巾帼大讲堂”通过整合 10个“服务基

地”的资源，推出 10 个门类的课程菜

单，全区的企业工会可为女职工按单

点菜。例如，东方法治文化研究中心

作为“女职工法律服务基地”，可提供

法律类专题讲座；上海艾儿贝佳妇产

科医院作为“女职工母婴保健服务基

地”，可提供母婴保健、营养指导等课

程；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蝴蝶缝纫机分公司作为“女职工文

化体验基地”，可提供一系列布艺体验

课程。

开课仪式后，“五一巾帼大讲堂”带

来首场培训课程。浦东海派旗袍文化交

流中心作为“女职工文化礼仪基地”，邀

请著名作家林华为女职工主讲“美妙的

人生起步”文化讲座，同时也标志着

“2019 浦东海派旗袍文化公益行”正式

启动。

本报讯（记者 徐玲）日前，一家手

机电脑维修店在新场镇坦直路 19号开

张，维修店老板是技术精湛的两位残障

人士。新区残联通过开办维修培训班，

为残障人士提供技术加持，鼓励残疾人

走上就业创业之路，自立自强，融入社

会。

如何让残障人士生活得更有尊严？

浦东残联突破以往传统的助残方式，除

了政策性“输血”帮扶，还搭建孵化基地

和就业平台，积极开展针对残障人士的

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其“造血”。浦东残

联充分利用政策和项目优势，引导和整

合社会资源，先后举办了多期残障人士

就业创业培训班，新场镇这家维修店的

开张正是维修培训班成果孵化的最好证

明。

浦东残联通过公开招标委托上海锦

子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行笔记本电

脑和手机维修的培训。这家公司的负责

人是有名的轮椅上的维修大师柯水昌，

意外导致他脊椎受伤高位截瘫成为残障

人士，但他不仅从阴影里走出来，还为其

他残障人士提供维修培训，“授人以

渔”。去年6月起，残联针对第一期培训

班中表现突出并有创业意愿的残障学员

开设技术提高班。培训通过“面对面”

“一带一”等方式，除了技术，还在客服理

念、店铺运营上都做了加强辅导。

临近毕业，学员们对创业和就业开

始时有各种犹豫和徘徊。一方面担心自

身的政策福利因为就业创业而丧失，另

一方面大部分人都脱离社会太久了，要

真正面临“真刀真枪”，他们感到有些彷

徨。作为“过来人”，柯水昌反复强调，

“不能躺在政策的温床里，束缚自己前进

的脚步，要敢于面对挑战、磨砺自己，真

正靠自己立足于社会。”

新区残联鼓励新场镇这家作为手机

电脑维修培训班衍生出来的“创业第一

家”，希望他们给其他学员做好榜样，带

动更多的人就业创业。新区残联表示，

将联合上海锦子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继

续为其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日前，上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春节期间市民购买外

卖、外出就餐、防范虚假保健食品等发出食

品安全消费提示。

市场监管局提示，外出就餐时，市民应

注意选择安全卫生的饭店，关注饭店是否

具备有效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餐饮服务许

可证）等合法营业的证件；尽量不要选择客

流量陡增的饭店，供应量突然集中增大，可

能导致饭店超负荷加工，为食品安全埋下

隐患；就餐前，市民应注意餐具是否经过消

毒处理。

消费者自身也应注意饮食卫生，餐前

应洗手，倡导使用公筷及分餐制；用餐时

应注意食物是否新鲜，是否烧熟煮透；不

吃违禁食品，少吃或不吃生食水产品；不

暴饮暴食。消费者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问

题，应将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饭菜保持原

状，并立即与饭店交涉；如果所点饭菜尚

未食用，或尚未造成健康问题，可参照《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与饭店协商妥

善解决；妥善保存消费单据、发票等证据，

如已造成健康问题，应及时就诊并保留病

历卡、检验报告等相关证据；一旦发生疑

似食物中毒事件，应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

报告。

在家宴请亲朋好友也是许多市民的过

节方式，市场监管局提示，市民购买外卖套

餐应注意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饭店或

中央厨房加工的套餐；提货时应注意检查

标签的完整性，每个菜肴的包装是否密闭

完整，是否在冷藏的条件下销售；妥善保存

发票等有效购买凭证，若食用后不适，保存

好食品样品，及时就医或投诉。

市民家庭自行加工食品，食品原料要

按照食品包装标签或根据食品特点妥善保

存，食用、加工前要仔细检查食品质量；冰

箱内食品不宜过满，食品之间要留一定空

隙；冰箱内熟食和生食应分开存放，以防交

叉污染。不买国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如毛蚶、泥蚶等；选购散装食品时应注意销

售区域是否标识出食品名称、生产者和地

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保存条件、食用方法

等内容。

凡有“防癌”“可以替代胰岛素等降糖

类药物”“提高智力”等虚假宣传表述的产

品，消费者不要购买，同时可以拨打热线电

话12331、12315进行投诉举报。

本报讯（通讯员 丁宏奇）一位 7
旬老伯在公交车站下车时不慎摔倒，

周边乘客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正在附

近路口执勤的民警闻声赶到，并辟出

绿色通道，为 120 救护车争取宝贵时

间。这是1月15日发生在浦东新区的

一幕感人场景。

1 月 15 日晨 7 时许，正在惠南地

区南祝路东门大街路口执勤的浦东交

警支队责任区七大队民警徐正千发现

路口北侧公交站围了不少人，于是立

即上前查看情况，发现原来是一位年

逾七旬的老伯骑自行车路过时不慎摔

倒。此时，周边车站上已有群众拨打

了 120 急救电话。之后，民警一边与

老伯交流使其保持清醒，一边辟出绿

色通道并配合120救护车随车急救人

员将老伯抬上担架。此时恰巧老伯儿

子赶到现场，对民警的帮助表示感

谢。后经医院初步诊断，老伯头部外

伤并无大碍。

新区残联整合社会资源举办技能培训

圆残障人士就业创业梦

浦东“五一巾帼大讲堂”开课
提升女职工的自我学习与岗位竞争能力

南汇博物馆举办社会捐赠藏品展

偷盗邻居年货
一男子被刑拘

老伯骑车摔倒
警民协力救助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春节消费提示

市民购买外卖套餐应注意资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