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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常策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工商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正 本 编 号 ：

15000000200911120110，副 本 编 号 ：

15000000200911120111，遗失税务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310115687371632，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正、副本，代码：687371632，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为进一步强化组织建设，优化队伍

结构，配强配齐公司管理人员队伍，根据

公司发展需要，按照“公开、平等、竞争、

择优”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上海周

浦澧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岗位。

招聘岗位信息

1、岗位名称：公司副总经理

2、招聘人数：1名

3、薪酬待遇：具体薪酬面议

4、岗位职责：①协助做好企业经营

发展总体规划，企业内外各项事务。制

定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做好市场需求调

查与农产品的营销工作。②做好发展现

代新型农业工作，积极开拓新市场，稳定

客户资源。③做好优质投资项目的筛选

工作，设计相应的投资方案；深化农业特

色品牌的打造，积极发展乡村旅游项

目。④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

5、任职条件：①全日制本科及以上

学历，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②具有5年以上公司经营管理类（市场营

销）工作经验，能够精通公司农业发展方

面的产品知识，熟悉相关产业业态和营

运流程，了解行业发展趋势。③良好的

人际沟通表达能力；较强的综合分析判

断能力；较好的计划制定和执行能力。

④思维敏捷，具有较强学习能力、组织协

调沟通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⑤责任心强，独立工作能力强，抗压能力

强，有良好的团队管理能力以及开拓创

新精神。

报名时间及相关方式

1、报名时间：11月1日至11月30日

2、相关方式：应聘者可将个人简历、

学历证书、学历认证报告、其他相关证

书的电子版发送至周浦镇党建办邮箱

zpdqb@sina.com。

报名结束后，招聘单位将对报名人

员进行资格初审，初审通过后才能参加

面试。面试时间、地点由招聘单位另行

通知。报名人员如对报名条件和岗位要

求存在疑问的，可向公布的咨询电话进

行咨询确认。

咨询电话：
58115015（节假日不接受咨询）

【公司简介】 上海周浦澧园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政府引导、企业主

导、社会参与”为经营模式的镇属公司，

注册资金5000万元。根据周浦镇农业规

划的功能定位和形态布局，着眼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公司具体负责发展现代新

型农业，打造特色农业项目，发展乡村旅

游，致力于成为有市场化竞争力的农业

发展新平台。

周浦澧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11月6日，位于周浦的库伯美术馆
开馆。同时，由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
管理局指导，库伯美术馆主办的“极中”
2018京沪当代艺术名家邀请展开幕。

本次展览邀请到活跃在北京和上海
两地具有代表性的22位当代艺术家，参
展作品45幅。库伯美术馆执行馆长赵
朔介绍，库伯美术馆未来将全力打造“数
字移动美术馆”概念，充分发挥互联网和
新媒体技术，建立艺术家数据资料库、网
上交易平台，进行艺术品租赁、艺术衍生
品的开发。当天，库伯美术馆和首尔金
宝星艺术中心、新加坡国际艺术中心、香
港天趣国际当代艺术馆、东京艺术中心
签约，共建国际美术馆联盟。

图为“极中”2018 京沪当代艺术名

家邀请展吸引中外艺术爱好者观展。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徐玲）11月 6日，

第二届浦东新区少儿故事大赛决赛举

行，57 名小小故事员参与角逐浦东

“故事大王”。

少儿故事大赛 9 月启动，得到浦

东新区众多学校、社区以及故事爱好

者的热烈响应，192 名参赛者参加了

初赛，年龄最大的 12岁，最小的 4岁。

决赛中，选手们以单讲、双讲、群口讲、

亲子讲、英语讲、方言讲等形式掀起一

波又一波故事高潮。

观澜小学一年级的徐沁音小朋友

在比赛中进步明显，越来越自信。她

的妈妈告诉记者，“《咬铅笔的小老鼠》

这个故事教我们遇事不要慌张，用智

慧解决问题。女儿在比赛中逐渐体会

到这个道理，我和她一起讲故事也是

很好的亲子体验，将来肯定能成为一

段特别的回忆。”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近日，世博管

理局以“永不落幕的世博会”为主题，举办

读书分享会。本次活动聚焦世博会闭幕8
年来世博人的阅读与分享，见证世博地区

日新月异的变化。

“今年10月31日，是上海世博会闭幕

8周年。8年前，万国博览、万千人潮，多少

精彩故事在这里发生；8年间，总部云集、

滨江贯通，多少理想和初心在这里孵化；8
年后，中央活动区、文化大公园，多少美好

和希冀，正在这里继续延展……”分享会

上，在世博地区工作的丁皓朗读了《后世

博时代的品牌与文化传承》。

当天活动中，十余名世博职工与居民

通过朗读的方式，分享了自己喜爱的、能

反映世博地区8年历程的文学作品。也有

嘉宾带着吉他走上讲台，用歌声传递自己

的感情。

世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阅

读分享会是“阅读滨江，世博城上”主题系

列活动之一，而“阅读滨江，世博城上”已

经被列入“第二十届上海读书节示范引领

项目”。希望大家以书会友，用朗读来分

享对世博会的怀念、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

对生活的感悟，去发现新视角，结交新朋

友，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丁宏奇）

一司机驾车上班途中，突感不适无法继续

开车，只得向警方求助。巡逻交警接报后，

第一时间赶到施援。因送医及时，驾驶员

田先生无大碍。

10月31日7时50分许，浦东交警支队

五大队一中队长吴斌和搭档闵剑晨驾车巡

逻途中，接到处警指令：杨高南路S20跨线

桥南向北方向桥面上，有轿车司机无法继

续驾车。民警火速赶到地点，发现一辆黑

色奔驰车停在导流线和机动车道之间，途

经车辆纷纷避让，最右侧车道因此受阻，同

向另两根车道也受到波及。

原来，田先生上班途经此处，突感头晕

目眩。他后退不能，继续前进又恐出意外，

只能靠边停下，向警方求助。得知情况后，

吴斌当机立断，自己开警车在前面开道，闵

剑晨开着田先生的车辆紧随其后，直奔最

近的医院。

同时，警方指挥平台启动“绿信波”保

障预案，从杨高南路 S20跨线桥到东方医

院南院，沿途路口都有民警和辅警人员提

前疏导路口车流，留出应急绿色通道。5
分钟后，田先生的车平安到达东方医院南

院。经初步诊断，田先生系突发高血压，因

送医及时并无大碍。

警方提示：驾驶员要定期参加体检，在

确保没有影响驾驶安全的疾病情况下开

车，不疲劳驾驶、带病驾驶，不酒驾、毒驾。

如遇突发情况不要惊慌，制动车辆并尽可

能停放至不影响交通的地点，并及时拨打

电话向道路救援或其他有关部门求助。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丁宏奇）

近期，浦东交警支队联合属地上钢新村街

道等单位，通过限时停车、重新漆画停车位

的方式，解决了居民反映强烈的西营路停

车矛盾。

西营路北起耀华路、南至川杨河北

岸。其中，德州路至川杨河的南段长约300
米，路宽不足7米。道路两侧均为老旧居

住小区，至川杨河段是条“断头路”。随着

周围小区私家车保有量逐步增长及老旧小

区停车矛盾凸显，不断有车辆驶入这段绿

树成荫的道路占道停放。最终，这条道路

两侧泊满了车，只留道路中央窄窄的一条

过道，后续车辆驶入后，只能倒车出去，几

乎无法掉头，出租车不愿意开过来，救护车

等都没法开进小区。

浦东交警支队责任区二大队掌握上述

情况后，立即会同上钢新村街道平安办、世

博消防大队、上钢新村派出所等相关部门

形成联合工作组，倾听群众呼声，研究限时

停车可行性，变“无序乱停”为“有序引导”。

经过研究，多方达成方案，在西营路德

州路至川杨河段划设单侧停车泊位38个，

正式施行限时停车管理措施。同时，交警

部门在道路另一侧划设了上街沿单侧黄实

线，并在两边小区出入口增加了“黄格线”，

确保小区生命通道始终通畅。浦东交警支

队责任区二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韦祺介绍，

限时车位允许车辆在周一至周五的 17：
00-次日9：00，以及法定节假日、双休日全

天候停放。

在限时措施“上线”前，警方开展了为

期两周的专门告知，辅警和街道志愿者给

在此路段内停放车辆的驾驶人发放《告知

书》。同时，在路段沿线醒目位置张贴整治

公告。随后，警方对该路段进行专项整

治。“专项整治时，道路两边仍停有十余辆

车，我们联系车主后，车辆陆续驶离，最终

对两辆未驶离的违停车辆开出了罚单。”韦

祺说。

10月底，西营路南段停车线、禁停线

和单向限时停放标志牌等交通指示标识设

置工作全部完成，限时停车管理措施正式

施行。警方表示，将继续加强对该路段的

停车管理，对违法乱停车辆坚持严格处罚，

确保西营路的道路交通秩序。

上钢新村街道社区平安办公室主任

林晖介绍，西营路停车管理新模式启动至

今，效果较好，街道计划将该模式复制到

情况相似的灵岩路上，目前正在研究实施

方案。

变“无序乱停”为“有序引导”

浦东交警探索道路限时停车模式

京沪当代艺术名家邀请展开幕

浦东少儿
故事大赛举行

世博人阅读分享8年变迁

司机开车上班途中突发疾病
民警施援转危为安

自闭症儿童玩耍时走失
民警多方查询找回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马晓杰）

6 岁的自闭症儿童在水塘边玩耍，外公稍

不注意，孩子就不见了踪影。所幸浦东警

方争分夺秒寻找，孩子很快与家人团聚。

10 月 24 日下午，在三林地区一小区

内，一名老人带着外孙女外出玩耍，稍不留

神孩子就走丢了。一家人心急如焚，寻找

无果后便来到三林派出所报案。孩子母亲

说，女孩今年6岁，患有自闭症。考虑到孩

子的特殊情况，派出所立即启动了未成年

人走失应对机制。民警询问现场情况、查

看小区监控录像、详细了解走失女孩的体

貌特征、行动轨迹。综合指挥室民警调用

沿街探头，针对小女孩的体貌特征进行视

频追溯，民警以事发小区为中心进行寻找。

3 个小时后，民警在林浦路环南二大

道口处一水塘附近发现一名小女孩正在玩

耍，体貌特征与走失女孩基本吻合。民警

立即上前询问女孩，结果女孩闭口不言，民

警随即慢慢劝慰、耐心疏导，最终把小女孩

带回了派出所，与家人重聚。

警方提示：家长带孩子外出游玩时，一

定要做好看管工作，切勿粗心大意。同时

家长应让孩子熟记父母名字、电话及家庭

住址，以防走失时能为警方寻找家人提供

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