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19年3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孙 燕 社会视窗

根据区委和区委巡察工作领
导小组统一部署，2019年3月上旬
至5月上旬，区委3个巡察组全面
开展对南桥、青村、奉城镇3个单
位的巡察工作。

本轮巡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市委和区委关于巡视巡察工

作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守政治巡察职能定位，牢
牢把握“两个维护”根本政治任
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
分发挥巡察的政治监督、政治导
向作用。

巡察按照“六围绕一加强”和
“五个持续”的要求，结合被巡察
党组织职能职责，围绕贯彻落实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市委、
区委重大决策部署等情况，着力
发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
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
紧盯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
题，突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
化党内政治生态，充分发挥巡察
监督作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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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吴口天） 在
3·12植树节来临
之际，南桥镇在
望 春 园 开 展 了

“树木认建认养
活动”，鼓励广大
热心市民“献出
一份爱，呵护一
片绿”。

近 年 来 ，受
到 土 地 资 源 紧
张、建绿空间有
限等因素影响，
植树活动开展受
限，越来越多的
市民正通过认建
认养绿化，来履
行植树义务。据
了解，今年是望
春园第一年开展
树木认建认养活
动，市民无需支
付认建认养费用
即可在现场进行
认养。树木品种
涉及梅、竹、白玉
兰、桂花、茶花、石楠等30多科420
棵，认养期为一年。每棵被认建认养
的树木上，都将挂上一块注明认养
人姓名、认养期限、树木昵称、祝福
语等的标牌。活动截至 12 日，共有
100多位市民认养了他们的树木。

作为最早一批前来认建认养的
杨女士，被正盛开的梅花吸引了。家
中有个宝宝的她，决定为自己的孩
子认建认养一棵梅花树。她说，“每
天吃完晚饭，就会带着孩子过来看
看这棵小树。也是想从小培养起他
爱绿护绿的环保意识。”

“善待植物，为植物营造良好的
生长环境是认建认养人的义务。”南
桥镇市容所副所长陈红表示，标牌
也并非只是挂个“装饰”，“这些认建
认养的树木都需要他们的认建认养
人多来看看，定期照料，比如春天要
除草、夏天要捉虫、秋天要捡垃圾、
冬天要看护，每个时节都有认建认
养人需要做的事情。”

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 在位
于奉城镇的白衣聚村，奉贤区曙光
中学的东面，有一片6.5亩等待种植
的土地，这块被曙光中学租赁下来
的农垦实践基地，未来将有成片出
自学生之手的果园、菜园……

植树节当天，曙光中学举行了
农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暨共建单位
植树活动，就此农垦实践基地正式
启用。来自区教育局、奉城镇党委
政府、区城管局、上海市农科委、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
研究所、奉城镇白衣聚村村委会及
曙光中学的相关人员一同走进基
地，种下第一批小树苗。

高二（9）班的孙沫君对种植充

满了兴趣，他说，许多同学和他一
样，“我们都想在繁忙的学习之余，
参与一些丰富的劳动实践来充实我
们的学习生活。”而农垦实践基地的
开创为这群曙光学子们提供了一个
有效的实践平台。“种菜、种树不再
是随便说说了，你得动起手来，用自
己的汗水证明，我们可以学好文化
知识，我们也可以种菜、浇水，在田
地里收获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练
不出的本领。”孙沫君边说边和同学
们一起挖洞种树，并琢磨着如何将
果树苗种得更好。

“怎么样才能真正做到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曙光中
学书记杨旻直言，这就是学校打造

农垦实践基地的意义。据了解，建
成后农垦基地将成为学校落实劳动
教育、进行植物培养课题研究的重
要场所。从高一年级开始，每个班
级认领种植区进行种植，并将劳动
教育排进课时。

提及农垦基地理念的构建蓝
图，曙光中学校长程立青答，农垦基
地的建立是在红色精神培育特色高
中创建的大背景下，学校做出的创
新性尝试。他感慨，“早在三年前，
我们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在各单
位不断地支持中，今天迈开了实质性
的一步，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开始。”

实际上，近年来，区教育局一直
强调要引导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

动、勤于劳动，在劳动和社会实践中
养成良好的品德。区教育局党委副
书记高国弟认为，开展劳动教育，既
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更要有平台、
有载体、有资源、有课程。曙光中学
成功开辟了农垦实践基地，为学校
创新开展学生劳动教育开了个好
头，提供了平台。他期望，在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同时，曙光中学也要在创建红
色精神培育特色高中进程中，将农
垦实践基地的特色与红色精神传承
相结合，将追求理想、无私奉献的革
命精神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
泥湾精神融合起来，真正打造属于
曙光的特色。

本报讯（记者 孙燕）阳春三月
植树忙。3月12日，正值全国第41
个植树节，四团镇150余名志愿者，
积极参与到植树节绿化造林活动
中，为家园助力。

当天上午，志愿者们身穿橙色
志愿服，纷纷来到红庄村植树。只
见，有的志愿者将树苗扶起，有的
为小树培土，配合默契，短短半小
时，这片曾裸露着黄土的荒地就种

满了小树苗。而在小荡村，带着红
领巾或团员勋章的志愿者们也忙
得不亦乐乎。大家分工合作，干劲
十足：青年志愿者帮忙找位、对齐、
挖坑，两三个小志愿者做扶苗小能
手，帮忙培土、浇水，……每一道工
序都一丝不苟。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株株
树苗整齐屹立。当天，共植栾树、
女贞等品种 700 余棵，覆盖面积达

10余亩，营造出全民绿化的浓厚氛
围，为美丽乡村建设再添一抹绿
色。

据了解，四团镇每年都以植树
节为契机开展绿化造林志愿服务
行动。今年，该镇还将要完成生态
公益林面积900亩，绿化廊道800亩
的清障任务，为打造“布局合理、绿
色生态、宜居宜业”的“醉美四团·
幸福小镇”共同努力。

3月12日，奉贤交能集团志愿者在庄行镇渔沥村郊野公园内挥锹种
树，开展植树造林活动。队员们个个热情高涨，300棵小树苗顺利“安家落
户”。 （通讯员 王家鑫/摄 记者 潘丹云/文）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去年
11月的一天，在公司上班的某家具
销售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女士突然收
到了法院的传票，原来是曾在李女
士的合作方某家具制造公司工作过
一个多月的员工张某向法院提起了
民事诉讼，要求李女士支付工资、补
偿金等50余万元。

开庭当日，张某提供了一张李
女士签字的工资收入证明，大致内
容是张某从2016年2月至2017年1
月在李女士的家具公司工作，每月
工资1.2万元。

看着这个证明，李女士才想起
张某在工作期间曾拿了一张A4纸
过来找李女士，说迁移社保需要帮
忙出一个收入证明，可李女士记得
当时这张纸上只写了“个人工作及
收入证明”这几个字，当中是空白
的，张某还跟李女士说，里面的内容
是让办社保的部门打印的。当时，
李女士没多想就在最底下签了自己
的名字，盖上了自己家具销售公司
的公章，没想到被张某钻了空子。
回想起这些后，愤怒的李女士立即
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经奉贤警方调查，张某于2016
年12月至奉贤某家具制造公司（李
女士公司的合作方）担任打磨工，月
工资不足5000元，根本不是张某自
称的2016年2月到该公司工作，月
工资1.2万元。

2017 年 1 月，在收到公司支付
的工资后，张某因春节返乡就再也

未回公司上班。在公司上班一个多
月的时间里，其曾找车间负责人要
求开工资收入证明未果，后找到了
李女士，热情的李女士没有怀疑就
为其签了名，顺手盖了自己家具销
售公司的印章。然而，张某没想到
的是，李女士的单位公章并非其所
在的家具制造公司的印章。

经警方进一步调查，张某离职
后，于2017年2月因涉嫌寻衅滋事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法院判
决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2018 年 8
月刚刑满释放。

出狱后不到 3 个月，张某就向
李女士公司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被害人李女士经营的公司向其
支付劳动报酬（2016 年 2 月至 2017
年1月工资13.2万元以及各类经济
补偿金）共计50余万元。

犯罪嫌疑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虚假
诉讼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涉嫌诈骗罪。2018 年 12 月
29 日，区检察院依法对其批准逮
捕。受理张某民事诉讼的法院经过
调查审理，也驳回了张某的起诉。
目前，此案正进一步审理中。

3月9日，玛利娅蒙特梭利国际早教中心走进柘林镇华亭村开展“我
为地球添点绿”植树节活动，把教室搬到了大自然，让宝贝们体验了劳动
的乐趣，懂得了爱护植物、保护环境。 （王菊萍/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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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团镇150余名志愿者为家园助力

植树节，种树去！
签名盖章太过随意
五十万元险些被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