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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邵毓琪 廖添凤 凌姗珊

牛年春节，一片祥和，亲人团
聚、祈福拜年……然而，在我们的
身边却有着这么一群可爱的人，为
了保障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圆满的
春节，依然坚守在岗位上。
国网上海奉贤供电公司：

万家灯火背后的守护者
“春节，我们同样想跟家人好

好的团聚，可是工作的特殊性决定
了我们不可能跟其他人一样那么
轻松，春节不同往日，居民家里的
电器设备大量开启，高负荷的用电
量成为造成电路故障的最主要因
素，虽然年前我们已经对辖区线路
进行了检修，但现在依然不敢有丝
毫懈怠。”该公司抢修班班长陈国
华这样告诉记者。

为了那片光明，保证春节期间
的用电供应，让老百姓度过一个明
亮暖心的春节，许多供电员工仍然
坚守岗位。只要老百姓有需要，他
们就会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及时地
进行电力抢修，万家灯火通明就是
他们最大的心愿。

据统计，整个春节期间，国网
上海奉贤供电公司共接到报修约

170 起，全区 17 支队伍共 176 名电
力抢修人员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报修处置时间基本在35分钟内，保
障了居民的正常用电需求。
上水奉贤公司：

确保供水安全稳定
2 月 18 日一早，记者在上海市

自来水奉贤有限公司第三水厂看
到，工作人员跟平时一样正在对水
质做相关检测，此外，值班室内两
人值守，时刻监测各个水库的情
况。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节期间的
用水以居民生活用水为主，水质把
关非常严格。

“节日期间我们的水质全部达
标，不光是国标、而且还有地标，
都是全面达标。设备运行全部正
常，无设备事故。”上水奉贤公司
第三水厂党支部书记、厂长黄解
平说，节日期间，上水奉贤公司
总供水量160.79万立方米，平均日
供水量22.97万立方米，同比去年上
升6.99%。出厂水、管网水水质合格
率100%。

节日期间该公司一线岗位工
人全部值守，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
待命，共出动抢维修人员251人次，
确保供水安全稳定。

公安奉贤分局：
民警护航保平安

春节期间，人流车流集聚，社
情路况多变，奉贤公安强化显性用
警，全警上岗上路，全力以赴守点
巡线控面，切实提高见警率和管事
率，让人民群众“白天见警察、晚上
见警灯”，竭尽全力为民排忧纾困，
确保一方路畅人安。

在烟花爆竹管控方面，2 月 11
日（除夕）、15 日（初四），公安奉贤
分局各安排数百警力、带领近万名
平安志愿者，按照“到边、到底”的
要求划分最小单元，明确责任单
位、责任人，对全区752个禁燃区域
点位开展巡防巡查工作，确保全区
不发生涉及烟花爆竹的火灾事故。

百联、宝龙等主要商圈、海湾
国家森林公园、上海之鱼等景点都
落实警力加强巡控，全力做好交通
排堵保畅工作。春节期间，奉贤地
区未发生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事
件，社会面治安总体平稳、有序。

牛年春节期间，
庄行镇童忆保洁服务
社 全 体 员 工 全 员 上
岗，坚守点位，把服务
社负责保洁的庄行、
柘林、海湾、头桥等
镇、社区的28个村、居
委区域内的宅基、小
区、道路、河道等打扫
得清清爽爽、干干净
净，为确保老百姓开
开心心过好牛年春节
提供了优美整洁的舒
适环境，扮靓了美丽
奉贤，也践行了他们
提出的“童忆保洁，美
丽人间”诺言。

（通讯员 王 英
张 静/摄影报道）

□记者 邵毓琪

男子网上裸聊遭遇敲诈勒索，
跑到派出所求助民警，期间竟还接
到敲诈电话，民警一番劝导，消除了
当事人焦虑情绪，并避免了损失。

近日，家住柘林地区的居民小
张慌慌张张来到奉贤公安分局柘林
派出所求助民警，原来，当日小张在
某社交平台上遇到一名“女子”主动
添加好友，两人互加 QQ 后该“女
子”主动提出“裸聊”要求，还发来一
个链接。小张抵不住诱惑点击链接
下载了一款APP。结果小张打开视
频没多久就收到对方发来的“裸聊”
视频和其手机通讯录截图。对方以
将裸聊视频发送给通讯录内亲朋好
友为要挟，向小张勒索钱财。

小张顿时慌了神，自己是一个
单位里的普通职员，对方一下要求
转账好几千元，对小张来说也不是
个小数目。小张急忙跑到派出所求
助民警。柘林派出所民警蔡炜正在
了解事情来龙去脉时，对方又一次

拨来电话。
“我这里是派出所，随便你怎么

办吧！”蔡警官接过电话果断回绝了
对方任何要求。

听到当事人已经在派出所的事
实，对方立即挂断了电话。随后，蔡
警官对小张进行思想教育，告知其
网上诈骗陷阱多多，不要相信裸聊
这样的“桃色诱惑”。同时，对于对
方的转账要求，一定不能妥协，一旦
转账才是真正掉进了对方设置的陷
阱。对方发来的链接正是获取手机
通讯录的直接手段，目的就是为了
利用当事人恐惧心理进行敲诈勒
索，同时利用通讯录继续扩大目标
范围。

在民警的劝导下，小张逐渐冷
静下来，表示自己不会再相信网上
的此种骗局。在此，警方也提醒大
家，网上交友要提高警惕，不随意点
开陌生链接，不随意透露个人身份
信息，不听信、不贪心、不转账，涉及
钱财三思而后行，莫要给犯罪分子
可乘之机。

□记者 邵毓琪

2 月 17 日下午 5 时许，在海湾
国家森林公园值守的五四派出所民
警接到公园游客服务中心的求助
称：有位游客捡到盲人证交到他们
这里，由于公园里没有广播系统，他
们也找不到失主。民警立即赶到游
客服务中心，所幸盲人证上有名字
和身份证号码，失主姓钟。民警通
过公安系统查询，找到钟先生的联
系方式。当接到电话的那一刻，钟
先生才知道自己的证件丢了，据了

解，钟先生今年 79 岁了，家住浦东
新区高科西路，眼睛看不太清楚。
春节期间，政府为了照顾独居老人，
让他们也能感受到春节的温暖，就
组织他们到海湾国家森林游玩，回
到家都还没发现盲人证丢了。民警
考虑到老人一个在家，眼睛又看不
太清楚，晚上出来的话非常不安全，
再者浦东到五四交通也极其不便，
于是民警就主动提出将盲人证送到
钟老先生家中，半小时左右，民警将
盲人证完好无损的交到钟老先生手
里，钟老先生连连表示感谢，“真是

辛苦你们了，特地跑一趟，不然你们
在我家吃饭吧”，民警婉拒道：“不
了，老先生！我们还要继续回去值
守，祝您新春快乐。”

警方在此也提醒市民：出门旅
游，谨慎保管随身物品，如捡到他
人丢失财物，可联系景区或当地派
出所处理。

本报讯（记者 凌姗珊） 今年
情人节正好是大年初三，情人节撞
上春节，鲜花市场变得更加火爆。
整体来看，年宵花市场和情人节花
卉市场呈现出“量价齐升”的火爆
态势。

2 月 14 日一早，记者走访南桥
镇多家花店发现，鲜花市场“量
价齐升”，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修剪

花枝、搭配花束，尤其是玫瑰花
系列，预定更是火爆。蔡先生一
早就来门店取花：“前两天就预定
了，订了一束玫瑰花，送给我老
婆的。”而跑腿送货员一早也光顾
花店：“今天第一单花，我手里还有
一单，目前接了两单。”

花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
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销量下降

不少，而今年，店里十几个品种
的玫瑰花零售价格都翻了几倍。
一束经过花艺师设计的高档鲜
花，价格在300元至500元，备受
顾客青睐。店主介绍，涨价是因
为受叠加节日因素影响，供货商
的批发价集体上涨。预计在整个
春节期间，鲜切花的价格都将维
持高位。

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 建设项目名称：舒驰容器

（上海）有限公司工业包装扩建项
目

2. 建设单位名称：舒驰容器
（上海）有限公司

3. 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
上海益驰思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4. 项目建设地点：上海化学
工业区区普工路100号，舒驰容器
（上海）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

5. 项目建设内容：舒驰容器
（上海）有限公司拟投资 11000 万
元人民币，在现有的塑料车间内
增上产能260万只/年的排料管注
塑设备，另安装1套真空清理炉，
用于清理注塑设备机头上粘结的
树脂；现有的回收车间1增上160
万只/年护角注塑设备；新建金属
配件车间及仓库，安装1套钢管生
产线，年产钢管 150 万套，安装四
周脚及底板冲压设备，年产四周
脚270万套，年产底板470万套。

二、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
容

1.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2021 年 02 月 19 日至 02 月 25
日止）

2. 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
报告书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xxgk.eic.sh.cn/
jsxmxxgk/eiareport/action/
jsxm_eiaReportDetail.do?from=
jsxm&stEiaId=c452e1af- 6dcf-
4cb3- 8ce3- 9147c47b0e3c&type=
%E6%8A%A5%E5%91%8A%E4%
B9%A6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xxgk.eic.sh.cn/
template/gzyjb.pdf

4. 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
报告书纸质查阅点：上海化学工
业区区普工路100号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

联系人：倪主管
邮寄地址：上海化学工业区

区普工路100号
联系电话：021-67120777
电 子 邮 箱 ：nick.ni@schuetz.

net

编辑同志：
我是贝港五区居民，除夕

夜，我和老伴在外面吃好年夜饭
回家，只见家里厕所“水漫金
山”，由于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
多钟了，我用拖把把地上的水拖
干后就上床睡了。

年初一早上八点多钟，我急
忙起床后直奔位于贝港南区507
号 101 室的贝港四、五区物业管
理站报修，接待我的是星乐物业
的负责人老蔡同志，他一一听取
了我的叙述后记下了我的电话
号码，对我说：“今天是大年初
一，物业值班只有接待的人，我
帮你打电话叫维修人员过来修，
你放心回去，他们会来的。”我等
他打完电话后转身回家。刚进
门不到半个小时，三位穿着“房
屋急修”马甲的维修师傅就上门
了，三位师傅随即在我家里忙着
排查，忙碌了大半天，弄得满头

大汗。由于底楼住户家里没人，
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老蔡安慰
我不要着急，第二天还会派人来
修。

年初二上午八点多钟，又来
了两位师傅，由于底楼还是没
有人，两位师傅想办法锯开了
我家的管子，向下疏通了二十
多米，随着哗哗的流水声响起，
两位师傅才歇了口气，脸上露出
了笑容。

这 真 是“ 一 人 辛 苦 万 家
安”。在这里借助贵报一角，非
常感谢贝港四、五区物业管理站
的工作人员在牛年伊始，就牛气
冲天，充分发挥了老黄牛精神，
把百姓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尽
心、尽责、尽力的办好。

居民：陶庆良

节日里的坚守

辛苦我一人温暖千万家

盲人证遗失景区 好民警及时送回

春节叠加情人节 鲜切花市场火爆价格上涨

走基层走基层
新春新春

读者来信读者来信

身边的温度身边的温度

男子裸聊遭勒索
及时报警免灾祸

环评公示

美丽奉贤美丽奉贤 童忆争先童忆争先

为贝港四、五区物业管理站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