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19年1月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蔡倩雯 社会视窗

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术界创e园于2017年7月正式获批为奉贤首批区级文创园之一，该
园区面积69114平方米，由老旧建材市场升级改造而来。作为南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注册企业达200多家，2018年产值已超2500多万元。

图为南桥镇的党员们正在体验参观。 （王菊萍/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吴口
天） 近日，一则关于所谓

“EB 流感”的消息流传在
各类社交网络上，消息称
卫生部门发布了 EB 流感
目前较严重的通知，想预
防就要多喝水，保持喉咙
粘膜湿润，否则病毒在10
分钟内就能侵入体内。这
让许多市民和家长非常担
心。为此，记者到区疾控
中心求证，在传防科处了
解到，网上流传的所谓卫
生局发出的通知纯属谣
言，提到的 EB 流感等内
容缺乏真实性和准确性。

“在医学上根本不存
在EB流感这个说法，EB病
毒感染和流感是两种全然
不同的疾病。”区疾控中心
防传科主任刘清向记者解
释道，流感是由流感病毒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引起流感的病毒有甲、
乙、丙三型。潜伏期1-4天，
传染期为病期第 1 天至病
后7天，多数7天内自选痊
愈。发病时期较为集中，
一般为每年的11月至来年
3月，每年的7至8月也会
出现小高峰。而 EB 病毒
只是一种常见病毒，属于
疱疹病毒，以感染人类口

咽部的上皮细胞和 B 淋巴
细胞为主，在儿童期可引
起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
症，发病时期不集中，致
病性不高，传染性不强。

刘清也表示，由于EB
病毒感染的早期症状与感
冒相似，可以是发烧、鼻
塞流涕、咽痛等，因此很
容易被混淆。实际上，当
孩子感染EB病毒后，可能
就会出现发烧持续不退、
吃退烧药效果欠佳、发热
持续一周以上甚至 10 余
天、眼睑浮肿、扁桃体肿大
等现象。一旦出现这种情
况，家长应该引起警觉，及
时送孩子去医院进一步检
查治疗，避免并发症。

对于如何预防 EB 病
毒，相关负责人也给出正
确指导，EB 病毒主要通过
唾 液 传 播 ，俗 称“ 亲 吻
病”。因此，广大家长应改
正亲小孩（嘴对嘴）、咀嚼
喂食、共用餐食等不良习
惯。此外，也需要注意卫
生，教育孩子勤洗手；不要
让孩子与已患该病的小朋
友一起玩耍，避免交叉感
染；及时增添衣物，适当室
外活动，保证睡眠，有助于
提升免疫力。

□记者 孙 燕

在奉城镇头桥中心城区开一家烤鸭
店，过去，由于监管上没有有力抓手，只
要有门面，有设备，一夜间就能冒出头。
但现在，却远没有那么简单。“卫生不合
格、排烟不达标、门前三包不到位，甚至
是居民的一通投诉电话，都有可能让小
店关门歇业。”从江苏来奉开烤鸭店 11
年，刘素红深有感触，自去年社区开始试
点推行商业经营准入制度后，“第一次觉
得，开门做生意，必须得按规矩来。”

这个规矩，究竟有多厉害？头桥社
区办事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以2.5
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为制度推行范围，
经营店铺开在这一区域中的头桥中路、
奉飞路、同进路等8条商业街上，并能
做到经营店铺房屋无违建行为、无“居
改非”行为、无破强开门经营行为、无

“三合一”行为、无违法违规生产经营
行为、无安全隐患行为、无涉黄涉赌等
行为，能做到诚信经营、市容达标、油
烟不扰民、污水纳管等，就可以拿到商
业经营准入资格，有望申办到经营许可
证，进入到“正规军”行列。反之，则
依法依规进行取缔。

面对“没得商量”的制度，很多“老爷
惯了”的商铺主，第一次想要与政府“握
手言和”。因为，在头桥中心城区，共有大
大小小690多家商户，长期为5000多户
居民提供五金、木工、服装、超市、百货、
住宿、餐饮等方面的服务，但因房屋性质
（集资房无产证）等原因，近七成无法办
理经营许可证。“如果按照规定来，这些
店关掉后，很多人会因此失业，方便百姓

开门七件事也会受到很大影响。”一位商
铺主告诉记者，“现在，政府愿意帮助解
决我们没有证的问题，我们为何不能做
出一些尝试？”

历史的问题用改革的办法去做，因
这份“诚意”，头桥中心城区有了越来越
多的“改革者”。在大庆西路上，原本租住
在马路南侧的 40 多家商铺主动搬到马
路对面或别处经营，让出安全通道，减少
对马路南侧小学、幼儿园的影响。原本散
落在居民区里的五金店，响应社区号召，
全部挪到新奉公路沿线，成为社区里的
五金一条街（如图）。原头桥农贸市场升
级为生鲜超市，周边30多家餐饮商铺也
逐步与之靠拢，形成了社区餐饮商圈。

当然，并不是简单的“归并”和“重新
排列组合”就可以拿到准入资格的。为了
检验商铺确实能做到各方面的达标，社
区执法中心工作人员还会对照准入制度
清单，对商铺进行“飞行检查”，一旦发现
违法违规行为，第一时间督促其限期整
改，逾期不改则可能面临罚款，甚至停
业。“让每一位商铺主都能有规范经营的
意识，并且能真正做到规范经营，才是我
们真正的目的。”社区相关责任人说。

新制度推行后，已有43家商铺拿到
了新的经营执照，有近60家商铺因不达
标已关停，头桥社区的商业布局正逐步
得以优化，商铺服务水平明显提升，百姓
满意度也提高了。

头桥社区试点推行商业经营准入制度

开门做生意 须按规矩来
“EB流感”传闻并非属实
区疾控中心辟谣 广大家长勿担心

美育孕育美好 修身温润贤城
（上接1版）

据了解，去年，在开启新时代
“奉贤美、奉贤强”的新征程中，区
委、区政府积极顺应奉贤经济社会
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盼，
着眼打造“东方美谷”全域之
美，全面部署和推进实施了“美
育工程”,“齐贤修身”活动是其
中一项重要行动。在这项活动开
展中，全区上下围绕全国文明城
区、国家卫生区、国家生态园林
城区“三创联动”，开展“文明之
城·美在奉贤”十大最美系列创
评活动、“美育修身展示季”活
动，推进“美丽街区、美丽家
园、美丽乡村”三个美丽创建，
引导广大市民自觉践行美育修身
理念，打造奉贤特色美育修身工
作品牌取得了显著成效。遍布
区、街镇、村居、企业的 1400 多
个市民修身阵地百花齐放，音
乐、舞蹈、戏剧、健身等近 2000

个美育社团蓬勃发展，由美育专
业工作者、各级宣讲员和志愿者
组成的美育师资团队深入基层开
展美育普及培训，专题讲座、琴
棋书画、茶道花艺等千余场美育
教育培训内容丰富，135项以“传
统文化润贤城”为主题的美育修
身百场公益活动精彩纷呈，11 万
余名市民踊跃参与网上修身注册
培训，200万余人次就近参与各类
美育修身活动，具有“贤文化”
特点的市民美育修身成果不断涌
现，有力促进了市民群众文化品
位和文明素质的提高。

现场还表彰了一批2016-2017
年度“上海市文明家庭”、2018年
度“全国最美家庭”、第十一届

“全国五好家庭”和2018年度奉贤
区“新时代好少年（美德少年）”“贤
城最美家庭”“最美书香家庭”“海
上最美家庭”。

徐卫、汪黎明、邵惠娟、王延水
等领导参加。

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上接1版）

用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来全力推
动区委全会提出的目标早日实现。

“只有把区委全会释放出的信
息宣传到千家万户，才能凝聚共识，
形成发展合力。”在区委宣传部，区、
镇、村三级宣传梯队已经启动，丁惠
义、朱嘉梅、康平、杜学峰、顾海林、
狄建英等150名党员群众走上宣讲
舞台，运用情境感受、课堂宣讲等形
式，对区委全会精神进行系统梳理

和解读。未来，他们会以基层需求
为导向，将区委全会的精神带到奉
贤每一个角落。

对于 1900 多名党员退休干部
来说，学习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
神，贵在行动。记者了解到，党员
退休干部正以调研的形式，参与到
奉贤建设美育工程、推进党的建
设、助力经济发展、营造干事创业
氛围中，通过看、听、说、评等形
式，为奉贤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添砖加瓦。

团区委广泛动员团员青年积极
围绕区委全会精神，积极投身打造

“四个奉贤”的火热进程中，以锐意
进取的精神，主动寻找服务中心大
局的切入点、契合点和突破点；以昂
扬奋进的姿态，发挥青年生力军和
突击队作用；以脚踏实地的工作作
风，激发各级青年组织细胞活力，为
打造奉贤传奇建功立业。目前，全
区40万团员青年已扎根基层，走进
各类青年阵地，为大家勾画奉贤未
来美好蓝图。

用科技筑牢社会管理“篱笆”
（上接1版）

最大限度实现资源深度利用、
效能最大发挥；要强化工程建设保
障工作，严把质量关，严守“廉洁底
线”，严格依法依规开展项目建设工
作，确保工程优质、干部优秀，助推

“四个奉贤”建设，全力打造“奉贤

美、奉贤强”新高峰，努力创造“奉贤
美、奉贤强”新传奇。

会上，庄木弟还与相关责任单
位进行签约。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龙华
部署区“雪亮工程”建设工作。区领
导唐丽娜、陆建国、梅广清、顾佾、吴
梅参加。

整体质量再上新台阶
（上接1版）

不折不扣完成落实各个环节。
街镇、开发区等责任主体要认识到
位，少提困难多讲对策。创新要更
有力，富有创造力，关键看行动。

华源指出，要贯彻落实市委区
委的有关要求，积极争取项目试点
和落地，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推
进力度，争取实现换道超车。项目
要更优质，要增强主体动力，以好

为导向，不断优化业态和形态，提
高落地项目的质量。推进要更高
效，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选好项
目的源头和胚胎，遵循先易后难的
原则对项目进行梳理分析，同时建
立动态调整机制，优化审批流程和
督查协调机制，提升工作效能。要
向前一步，以定力和韧劲，推动

“园中园”项目整体质量再上新台
阶，实现质的飞跃。

区领导连正华、顾佾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