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翁 频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3民生透视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通讯
员 殷 华）面对国内外经济增长乏
力和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
奉贤区高度重视应届与历届毕业生
的就业工作，近日，上海开放大学奉
贤分校举办了一场毕业生专场招聘
会。此次招聘会得到了在校生和历
届毕业生的广泛关注，现场气氛异
常火爆。

作为区域性、综合性、开放性的
成人高校和区域学习型社会指导服
务机构，近几年来，上海开放大学奉
贤分校围绕区域适用人才培养和学
习型社会建设，在厘定发展定位的
基础上，确立了“开放融和”的办学
理念、“取势取实”的办学策略。

目前，学校开设了行政管理、会
计、物流管理、软件工程、机电一体
化、工业机器人、老年服务管理等近

二十个本专科专业。针对成人学员
的学习特征和工学矛盾突出的特
点，学校不断深化基于网上网下一
体化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开展“混合
式教学”改革实践，为学员提供丰富
的学习资源、便捷的师生交互途径、
灵活的合作学习平台。另一方面，
主动适应“双创”人才培养的时代要
求，切实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指导
学生要把学到的专业知识与工作实
践相结合，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
力。积极探索技能型、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近五年，学校共培养了本专科
毕业生 6000 余人，为改善区域的
人力资源结构、充实行业企业技术
骨干力量做出了贡献。在办好社会
化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学校也不
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通过

创新与企业需求相对接的教育培训
模式，切实提升学校为企业服务的
能力。

去年以来，上海开放大学奉贤
分校以“奉贤区十万在岗人员学历
提升行动”为主线，以供需对接的
企业教育培训为突破口，培养了企
业急需的岗位人才，使奉贤的企业
职工培训走在了全市郊区的前列，
同时也为新时代学校服务实体经济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在全面加强
区域社区教育办学指导的基础上，
学校近两年结合“美育工程”实施和
社会治理创新，丰富和拓展“三校一
堂”“三室一家”“三史一风”品牌建
设的同时，不断创新社区教育载体
和内容，全方位地扩大社区教育覆
盖人群，以满足新时代老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记者 吴口天

这几天，海湾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全科医生杨建瑛的脚终于好得
差不多了，这天她刚刚把石膏拆去，
一个熟悉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杨医
生，我妈妈的脚好了很多，真是太谢
谢你了。对了，杨医生，您的脚好点
了吗？”杨建瑛严肃的脸上露出了温
和的笑容，她拿着电话点了点头，

“这是我们家庭医生的职责。谢谢
关心，我也好多了。”

事情要从今年十月初的时候说
起，杨建瑛因下楼梯时不小心崴了
脚，造成了右脚骨折，绑上了石
膏。但是她为了不影响日常的门诊
工作以及之前签约病人的预约门
诊，在家中没休息几天，就拄着拐
去上班了。

说来也是非常不凑巧，杨建瑛
接到家住燎原居委燎北村计生特殊
家庭张友华求助电话的时候，当天
门诊的大部分医生都出去培训了，
她一个人坐诊全科门诊。“接到她
的电话我是有点惊讶的。”杨建瑛
回忆，她辖区内有近 1200 名签约
病人，其中计生家庭、失独、特殊
病人有近 20 位。像这些特殊签约
居民，家医医生每个月都会有一次
上门服务，但考虑到他们家庭特
殊，上门服务前，都会电话征求同
意，而张友华家，便是常常不愿意
麻烦医生上门服务的那类。电话接
起，便传来张友华略带紧张的话
语，“杨医生，能不能帮帮忙，我
妈妈前段时间骨折了，床上躺了几
个月之后这几天脚突然肿了起来，
还有青紫的症状，您能不能来我家
里看看？”

一想到自己的签约病人自己最

熟悉，再加之许多特殊计生家庭很
少向家庭医生真正开口寻求帮助，
他们这么信任自己，难得开一次口，
不去怎么行？抱着这样的想法，坐
在诊室的杨建瑛不顾自己的脚还没
有完全康复，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挂了电话，起身让同事帮忙开车去
了张友华的家中。

一进门，杨建瑛便看到80多岁
的老阿姨瘫坐在床上，精神面貌不
太好，人显得非常虚弱，听家属反
映，老人因为害怕脚会受伤，也不太
相信小辈的话，便一直很少翻身、走
动。看到杨医生一来，老人便一下
子消除了紧张的情绪。杨建瑛为老
人进行初步的病情判断，原来老人
是因为卧床时间太久了，不活动身
体导致的脚后跟淤血肿胀。“阿姨不
要紧的，你可以走动的，来，我扶你
好哇？”听了杨医生的话，老人点了
点头，在家属和杨建瑛的共同帮助
下，缓慢地走到了另一边坐下。杨
建瑛还现场传授给家属相关卧床病
人家庭护理及保健方面的事宜，并
叮嘱，“记着要给老人多做按摩，让
她多活动身体。然后密切观察病
情，如果没有好转，一定要及时告诉
我，再转上级医院诊治。”

看到拄着拐杖坚持到家中为自
己母亲忙碌诊治的杨医生，张友华
在一边深受感动，她握着杨医生的
手，动容地说道，“真的是麻烦杨医
生了，不知道你脚受伤了，还要特地
过来。”杨建瑛笑着说，“我一点也不
觉得麻烦，我是你们的家医，这是应
该做的。”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孙某是辽
宁一家钢厂的保洁员，通过“自学”竟然
掌握了破解苹果账号的本事，盗用他人
苹果账户中的钱财购买虚拟产品。日前，
孙某被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今年3月，家住奉贤的刘先生发现微
信上连着有5笔扣款信息：前2笔是在下
午6时，分别为698元和1998元，五分钟
后又有3笔分别为198元、98元、50元扣
款，5笔共3042元，但刘先生根本没有消
费过这五笔款项。通过查询交易记录，刘
先生发现是自己的 Apple ID(苹果手机
账户)付款购买了商品，联系苹果公司客
服，被告知这5笔交易是购买了某网络公
司的虚拟产品。接着，刘先生又查看账户
绑定的邮箱，收到苹果公司的邮件提醒
——该账户在一部 Iphone6s Plus 上登

录过。几分钟之后的邮件消费账单提示
刘先生账户里的钱被“消费”了，期间支
付方式还被修改为免密支付。

感觉事有蹊跷的刘先生立即到派出
所报案，民警根据刘先生的邮件提醒，发
现活动地址位于辽宁省某市的一部
Iphone6s Plus 登录过刘先生的账户。经
侦查，犯罪嫌疑人孙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9 月 3 日，在辽宁省警方的配合下，犯罪
嫌疑人孙某被抓获。

经讯问，孙某在今年3月被友人拉入
一个“游戏技术群”，3 月 18 日突然有位
网友入群并分享了一个“技术教程”，群
中各位游戏达人便纷纷转型为“技术
流”——通过手机扫码下载一个专业软
件，以代码破译账号密码，盗用账户消
费。破译”成功后，软件会输出一个苹果

账号和密码，“破译者”使用的苹果手机
就会自动登录该账号。“有些账号无法登
录，应该是设置了防盗手段，一般外国的
账户破译成功率更高，国内的账户成功率
很低。”孙某如是说，“破解过程很慢，我那
两天上午就开始了，到晚上10点左右才休
息。”他通过盗用刘先生的苹果账户，用账
户内3042元资金5次购买游戏币。购买成
功后，孙某又以五五折的价格转卖给专门
收购游戏币的群友。孙某通过破译盗用2个
苹果账户，其中刘先生账户3042元人民币，
另一外国账户4500美元尚待查证。

犯罪嫌疑人孙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用秘密手法，盗取公民私有财物，
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涉嫌盗窃罪。9月27日，奉贤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批准逮捕。

开放大学奉贤分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场面火爆

用开放融合的理念培养社会急需人才
有一种感动叫“医患情”
——记海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杨建瑛

保洁员变身“破译者”
破解苹果账户几分钟内盗刷3000余元

11 月 6 日，上
海“美丽乡村”青年
创意设计大赛在南
桥镇沈陆村举行。

涉及沈陆村集
中居住点的 30 余
位村民参与本次活
动，将自己的建议
与意见写在投票纸
上，贴在心仪的展
板上。

（王菊萍
/摄影报道）

““美丽乡村美丽乡村””青年创意设计大赛青年创意设计大赛

扩大对外开放 优化营商环境
（上接 1 版）对于奉贤来说，营商环境的打造只有更

好、没有最好，在强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奉贤区推出过
许多“上海率先”的举措，比如率先推进跨部门协同审
批和建设工程施工“先证后核”、开通全市首个“政银互
动”工商注册直办点，首创跨部门“证照联办”新模
式、率先开通24小时不打烊综合政务自助办理平台、开
通首家联通市平台的区平台——企业直通。只有通过打
造独一无二的营商环境，才能为奉贤赢来更多、更大的
发展机遇。

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有限公司党群人事部主管俞
蕾表示，作为在营商一线的工作人员，更应不断加强服
务意识，围绕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为客户服务的初心
使命，遵循好“保姆、管家、顾问、政府”四位一体的
服务理念，争做名副其实的金牌“店小二”。

来自奉贤东方美谷产业促进部的志愿者方连英说，
此次进博会上，她在位于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馆至食品
及农产品馆之间的东方美谷展厅，担任志愿者工作，主
要负责各国各地观众的引导和接待。她说，能够在进博
会这样的国家舞台上担任志愿者，展现中国形象是一件
非常自豪的事；特别是学习了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的
主旨演讲后，更是振奋人心。她表示，作为一名经济条
线的工作者，今后要加大对招商领域的开拓、强化对企
业科创力的提升，加大对企业的服务力度，使企业获得
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优
化营商环境，这意味着赋予了外资企业更多的活力。”作
为首次参加进博会的参展商，美乐家中国区总裁许玮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全世界优秀的消费品将涌向中国市
场，这不仅是中国消费者的福音，也是外资企业的愿
望，更是全球经济的驱动力。

位于柘林镇的森蜂园已经是第二次以采购商的身份
参加进博会，总经理助理李海滨表示，通过参加进博会
得以在家门口接触到更多世界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商
品。企业只有主动融入到这个市场中，才能挖掘更大的
市场，而进博会正是为全世界的企业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各国应该坚持开放融通，拓展互利合作空间……”
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的话语，传递出中华民族面向未来
的信心。位于上海工业综合开发区的权星精机负责人梁
世春说，进博会是一扇窗，让更多人看见中华民族开放
包容，为世界敞开胸怀的实际行动；进博会是一个面向
世界的展示牌，推动中国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

奉贤开展消防宣传活动
（上接1版）坚决做到服从命令、听从

指挥，恪尽职守、苦练本领，不畏艰险、不
怕牺牲，在改革转制的新起点上，以更加
饱满的姿态、更加昂扬的斗志，履行党和
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圆满完成了各项
消防救援任务，有力保障了全区城市运

行安全。
他要求全区上下要切实增强消防安

全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切实加强行业
单位、居民社区消防安全管理，在强化
安全发展根本理念和底线思维的同时，
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消防安全责
任体系，以更大的努力、更实的举措、

更细的制度，扎实做好各项消防安全工
作。此外，他还希望全区市民群众立即
行动起来，普及消防知识，争当平安志
愿者，共同为全区消防安全工作添砖加
瓦。

区领导周龙华、连正华、王建东等
参加。

快乐垂钓冠军杯总决赛开赛
（上接1版）就立刻行动起来，一尾尾

活蹦乱跳的鱼儿无一例外被专业选手们
收入囊中。“这跟别的运动项目不一样，
最大的区别是鱼在水下你永远看不见，
很多事情只能靠猜，或者是经验的判断，
这个变化是其乐无穷的。”来自上海分站
赛的姚翕谈道。

据了解，快乐垂钓冠军杯比赛是一

场全国性的高规格池钓竞技比赛，此次
参加总决赛的选手共有128名，他们分别
来自前期在上海松江、江苏南京、河北保
定以及四川成都举办的分站赛，4个分站
赛分别有32强进入总决赛。在今明两天
的比赛中，将角逐出一名总冠军。据了
解，此次比赛的评分标准是参考重量和
尾数两个标准，这要求运动员不仅要钓
得多，同时也要钓得大。

选手们表示，吴房村地处于桃林乡
野中，感觉分外有乐趣。而吴房村也是
上海市九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正在
打造包括精品民宿、垂钓基地、自然教育
课堂等10余个乡村发展项目。据介绍，
该垂钓比赛的场地原来是虾塘，经过规
划设计，沟通了周边水系，也增加了水域
面积。

副区长梅广清参加开幕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