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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由上海雯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讨论决定，将注册资本人民

币500万元整减为10万元整。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上海强仕化工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 议 即 日 注 销 ，公 司 注 册 号 ：

3101152009347，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环卫工人参加体检。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此“金”非彼“金”按需购买莫踩雷

“浦东新区消保委”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近期，赵女士向浦东新区消保委投

诉，春节前在某金店买了一条 18000元

的黄金项链，并特意询问了当日金价。

回家后，赵女士发现标签上写的首饰材

质为 3D硬金，她马上回到店家询问情

况，销售人员告诉她，3D硬金是一种工

艺，本质还是足金。同时，赵女士还了

解到，3D硬金的回收价格远低于购买

价格，算下来只有 9000多元，于是赵女

士要求更换传统黄金，对方拒绝。

受理投诉后，消保委工作人员与经

营者取得联系，对方解释称在购买时已

向赵女士说明黄金饰品是一口价的，已

包含金价、工费，售出后无质量问题无

法退货，只能调换同类黄金饰品。经营

者还表示可以申请“内部员工价”，计算

下来可以返还赵女士 2800 元；若日后

赵女士不喜欢这件饰品了，还可以免费

调换同类商品及彩宝饰品，等价调换无

须支付人工费。对于赵女士调换传统

黄金饰品的要求，经营者表示公司不卖

传统黄金，无法调换。最终，双方未能

达成共识。

所谓 3D硬金或者硬金，是指经过

工艺改进，在对纯金加工过程中进行了

改良，使其具备硬度大，成品色泽好，易

于打磨成各种形状，克服了纯金硬度不

足的缺点，加工工艺相比传统黄金更为

复杂。由于加工费等因素，其成本比传

统黄金价格高。这就导致硬金产品与

传统黄金饰品“保值”的概念相去甚远。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

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

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

利。”消保委工作人员认为，消费者购买

黄金首饰一方面是为了美观，另一方

面，从国人的购买习惯来看，“保值”这

一特点也是消费者选择购买黄金饰品

的一个重要因素。3D硬金无论从加工

工艺还是回收价值上与传统的黄金饰

品还是有所不同的，消保委建议商家在

销售该类产品时注意说明其特性，以便

消费者权衡是否购买。同时，消保委也

提醒消费者，购买黄金饰品前务必要问

清楚材质种类、重量、当日金价、工费，

以及价格构成，如果想要投资黄金，建

议选择金条、金币等，这样才能更好地

保值增值。

■本报记者 赵天予

装修施工损坏承重墙、违章搭建占用

公共空间……此类乱象是小区治理的难

点，即便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也需要多部门

协同处理。南码头路街道龙馥居民区运用

“智治通风险研判治未病”工作方法，部门

之间联勤联动的时间被压缩到一天内，乱

象尚处萌芽阶段即被扼杀。

最近，“智治通”平台成功处置了一起

破坏承重墙的事件。当时，小区一户 5楼

的业主在装修中拆除了自家的承重墙，楼

上居民发现后反映到了居委，“智治通”平

台随即启动。

“通过平台联勤联动机制，我们可以一

键将相关信息推送给房办、城管、派出所、

城运中心等部门，相关部门当天便一起上

门查看，随即在‘家门口’服务站现场商讨

解决方案。”龙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左樱表

示，以往类似的情况，需要电话联系各个单

位部门，再约定一个统一时间上门，至少要

耗费3至5天，通过“智治通”平台，此类事

件得以高效处置。

“龙馥居民区是一个商品房小区，居民

装修引发的问题较为多见，我们运用‘三

会’制度，发动居民自治力量，目前已经召

开了一场听证会，探索制定了一份小区装

修规则草案。”左樱表示，“智治通”平台与

“三会”制度融合运用，实现了了“1+1>2”
的效果。

而在日常工作中，“智治通”平台也是

一个提高工作效率的好帮手。去年疫情期

间，各个居民区手绘了“房态图”，现在已经

实现了数字化，呈现在平台上，每个居民区

的四至范围、人口信息、房屋信息等数据直

观明晰。而通过平台联勤联动模块，对口

小区的社区民警、城管队员、全科医生都能

够一键联系。

平台最受欢迎的功能，则是各个街镇、

居民区根据实际需求，自己开发的各类功

能性模块。龙馥居民区配备了疫情演练防

控图、居民区与街道风险防控图与街道养

老服务图3项功能。

“疫情演练防控图是针对小区出现新

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需要封闭管理的情

况下设计的，我们经过反复演练，已经规划

设计好小区出入口、核酸检测点、快递柜位

置等点位，一旦发生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响

应。”左樱称。

在居民区和街道风险图上，则标注了

水泵站、变电房、高空坠物等风险区域，以

及消防栓、紧急出入口等应急设施的位

置。通过事前风险预判、事后高效处置，实

现全程闭环管理，尽量确保群众安全。

街道养老服务图搭配南码头路街道社

区养老规划设立。南码头在区域内均衡设

置了居民家门口的养老“便利店”，而位于

龙馥居民区的是一座功能更加齐全的养老

“旗舰店”。

“养老图针对社区内老人数量，尤其是

独居老人、高龄老人的比例，将各个居民区

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区域，龙馥居民区为风

险、压力较低的区域，但我们坐拥养老‘旗

舰店’，要辐射服务周边 6个居民区，而它

们都是养老压力较高的区域。”左樱说。

通过养老服务图，龙馥居民区可以随

时查阅周边居民区的养老服务动态，调整

自己的工作模式。此外，南码头路街道已

经在为不同情况的老人，提供差异化的养

老服务，将来这些数据与内容也可以在“智

治通”平台随时查询，通过可视化、图表化

的形式，助力智慧社区治理建设。

本报讯（记者 章磊）昨天，浦东新区

致君诵读汇读书服务社与上海师范大学

天华学院语言文化学院携手成立国学教

学实习基地，共同推动传统文化教育。

致君诵读汇读书服务社致力于普及国

学教育，在书院、航头、康桥镇等地设立了

“读国文、习国艺”研习基地。2008年起，服

务社还与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传统文化项

目合作，通过国学夏令营、国学公益课等形

式，把传统文化教学课程送到校园。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以国学和师

范为特色，构建了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

提高学生教学和文化传播能力。

一方有传播国学的途经，一方有国学

教育的师资力量，昨天双方签署了合作协

议，携手成立国学教学实习基地，后续将

以实习基地为平台，开展多层次合作。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语言文化学

院院长陈再阳告诉记者，实习基地建立

后，学生能够到现场将所学知识进行实践

转化，提高文化传播的能力。

致君诵读汇读书服务社理事长殷雷

则表示，依托高校在教研、科研能力方面

的支持，服务社将加大传统文化教育推广

力度，让更多市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由金星自导自

演的舞台剧《日出》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首演。为体现“日出东方”概念，东方艺术

中心昨天特地安排在6：20日出时分启动早

鸟票抢票，短短半天时间，5月20日至23日
的四场演出票几乎售罄。

《日出》是曹禺的第二部剧作，巴金曾

评价其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

获”。女主角陈白露是《日出》的核心人

物，也是中国戏剧舞台上最为经典的女性

形象之一。对此，金星表示并不想重复前

人的角色塑造，而是将“陈白露”刻画为

“绝不单是美美的一朵交际花，还应该有

着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区别于以往的

“大女主”版本，金星更愿意展示的是一幅

社会群像：“剧中的每个人物都很重要”。

因此，她决定挑战自我，一人分饰两角，扮

演“陈白露”和“翠喜”这两个处于对立阶

层，却又命运相同的角色。金星还力邀圈

内好友，实力派演员陈龙、罗曦等将加盟

该剧。

金星还打算将现代舞元素融入《日出》

的舞台表演中。现代舞在剧中将作为表现

整个时代背景的独特艺术形式，借助舞蹈

的强表现力，生动地展现生活状态和内心

活动的外化。

本报讯（记者 黄静）日前，沪东新村

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绿谷沪东医院管

理有限公司党支部牵手，启动“关爱百姓健

康千人中西医体检”健康项目，在年内开展

5000 人次的中西医联合体检，为环卫工

人、物业保安、居民区志愿者送上暖心关

爱。

当天中午12点半，辖区内金桥市政的

15名环卫工人，手持健康体检卡，来到沪

东医院体检。医院专门组成了 20人的医

疗团队，并设立了各项检查项目与医生问

诊合二为一的绿色通道。“体检者在接受各

科医生问诊后，便会由专人带领进行血常

规、骨密度等检查。”医院社会发展部主任

徐晓燕介绍，为了提供更好的体验，医院给

体检者排定时间，保证流程顺畅。

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运用智能化“中

医四诊仪”+互联网“云模式”，整合与分析

中医舌诊、面诊、脉诊和问诊的信息，进行

相关易发疾病风险评估及科学养生的预防

保健指导，使大家及时准确地了解自身的

健康状况，并耐心解答体检者的疑问。

据悉，沪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与沪东

医院通过社院联手、党建联建，将疾病预防

从“以疾病为中心”的模式向“以健康为中

心”的模式发展，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

学”发展，提高广大居民的自我保健意识。

街道党工委还将整合更多区域资源，利用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枢纽平台，打造更多服

务品牌项目。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叶真

于 沈高瀚 韩帅）3月 17日，一名外籍船

员摔伤，洋山边检站、洋山港海事局等口

岸查验单位与船公司、码头等高效联动，

助其快速入境就医。

当天上午 10：30，丹麦籍“斯文堡马

士基”完成装卸作业任务后驶离洋山港。

开航半小时后，船上一名外籍船员不慎摔

伤，手部骨折，手骨外露，血流不止，情况

危急。

船方立即向洋山港边检、海关、海事

等口岸查验单位通报情况申请返航，向码

头、引航等港航企业提出返航帮助需求。

该船员未办理中国签证，在船舶代理

方出具船员受伤情况说明材料和入境就

医申请后，考虑到船舶靠泊洋山港期间已

经过涉疫排查，无异常情况，洋山边检站

立即启动了紧急类临时入境许可签发程

序。在船舶返航期间，提前通过网络核对

船员信息，同时联系港区、边防港航公安

及急救部门做好封闭转运准备工作。

洋山港海事局立即启动紧急救助预

案，协调救援行动。洋山港海事局指挥中

心工作人员一方面向船舶代理详细了解

该船员目前状态，督促代理结合最新防控

要求通报该船近期挂靠港口和船员换班

及健康状况，联系船舶及时采取应急处

理，协调医院专家为受伤船员提供远程指

导，控制船员伤情。另一方面，通过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迅速将有关情况通报浦东

卫健委等相关单位。

当天下午，船舶回靠码头并经海关再

次登临检疫后，守候在外轮梯口的边检民

警迅速在梯口为受伤船员办理临时入境

查验手续，全程仅用时10分钟，受伤的船

员便登上了急救车。

“智治通”一健推送 多部门当天“会诊”

南码头路街道联勤联动“治未病”

沪东启动“千人中西医体检”关爱项目

社校合作成立国学教学实习基地
共同推动传统文化教育

舞台剧《日出》将在东艺首演
开票半日几近售罄

外轮船员摔伤需返港救治

洋山港口岸单位合力开辟绿色通道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昨天，已度过

危险期的王先生神志清晰，在浦东新区人

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内可以与医生进行

简单交流了。

3月14日上午，28岁的王先生和爱人

邱女士前往附近的大型主题乐园。两人

一入园就小跑来到第一个项目的排队处，

王先生说了一句“我快不行了”便应声倒

地。“当时他嘴角有异物，呼吸急促。后

来，我感觉他心跳也停止了。”在邱女士的

呼救下，旁边的游客叫来了工作人员。工

作人员立即施展了标准的心肺复苏术，还

有人取来了AED。120接到通知后也迅

速赶来，马上把王先生送到浦东新区人民

医院抢救。前后不到30分钟。

在抢救室，医生为王先生进行电除

颤，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通气，同时开

放静脉通路，完善急诊血气、心肌损伤标

志物等相关检查，并予镇静、冰帽、碳酸氢

钠纠酸处理，王先生终于转危为安。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急诊与重症医学

科主任万健表示，“如果没有现场心肺复

苏术，如果院前急救没有那么顺畅，那么

王先生恢复的不可能这么好，甚至还会有

更严重的后果。”

“王先生虽然只有28岁，但他的血管已

呈‘老龄化’。”万健说，“冠状动脉血管造影

检查发现，王先生冠脉三支严重病变。这

也是导致他发生猝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万健提醒广大年轻人，一定要注意日

常饮食，避免高糖高脂，保证睡眠质量，保

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他也呼吁公众

能够提高急救水平，“现场急救非常重要，

可以说是性命攸关。”

男子突然倒地 现场心肺复苏术救他一命

医生：现场急救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