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投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线：!!!!!!!!!!!!2!!!!!!!!!!!!!!!!!!!!!!!!!888888888888899999999999995555555555555333333333333377777777777773333333333333

可家访住衡山路洋房党员中学教师退休
女 69 岁丧偶无孩先夫经商留下丰厚资产
和多套房寻 90 岁内男速婚 130!3!01949

可家访无亲人党员女军医退休 78 岁丧偶未
育有多套电梯房寻 95岁内男 13023!01949

美丽银行退休再经商女 56 岁未婚继
承家族留下机械厂真心寻 85 岁内如
父如兄男我帮共同管理 130!3!01949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路 666 号 F 区(西座)23B 座 登记证号:52310101687301933Y

中老年单身男女相亲交友俱乐部 130!3!0194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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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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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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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 古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7号仕宝堂
5!733361 13564330778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C5184 可先来我家看看无依靠女护士长退
休 61 岁丧偶先夫地产商留下资产丰多房孤
单单的我觅互相关心男不计你金钱可接纳
你的孩子视亲生可继业入住(女付)63337606

C5185 漂亮悲情无亲人女教师退休 67 岁未
婚温柔肤白父早逝母办厂多年家境优多房因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一直单身觅善良不计较我
疾患者的男为伴给你发展 (女付 )53833358

C5186 可家访住静安洋房女医生 71 岁丧偶无孩
丰厚资产和多房寻 91 岁内男 (女付 )63337606

C5187 不愿进养老院品貌端庄女公务员
退休 77 岁丧偶未育多房无亲人觅体健无
房男住我家可随访速婚 (女付 )53833358

C5188 邮政退休女 57 岁住徐汇洋房另
有房出租丧偶心好寻伴 (女付 )63337606

物资回收

《新闻晨报》综合分类、遗失、注销各类声明广告

物资回收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嘉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记者 荣思嘉

晨报讯 凌晨3时44分，醉驾

肇事撞伤骑电动自行车的骑手后，

竟抛下朋友和受伤的电动自行车

驾驶人独自逃逸……最终，这名肇

事司机经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为

156mg/100ml，达到醉酒驾车标

准。

为进一步加强对酒驾醉驾违

法犯罪行为的严查严管，全力维护

本市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上

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决定9月

30日至年底，组织开展酒驾醉驾夜

查集中整治行动。据统计，国庆假

期前5天（10月1日至10月5日）本

市公安交警部门共查获酒驾141

起，其中酒后驾驶104起，醉酒驾驶

37起。

10月6日凌晨3时44分，宝山

交警在四元路近春雷路西约5米处

接处一起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交通

事故时，发现肇事机动车已逃逸，

现场只留有受伤的电动自行车驾

驶人和肇事司机的朋友。

随后，通过肇事司机朋友的联

系和民警的耐心劝说，肇事司机黄

某立即返回事故现场。

经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为

156mg/100ml，达到醉酒驾车标

准。目前，肇事车辆沪C4W×××
小型客车已暂扣，肇事司机移交月

浦派出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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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宋霁昊

晨报讯 近日，宝山区正式上线

运行“社区消防安全隐患指数”大数

据平台，运用数字化分析手段，从火

灾警情数据、“12345”市民服务热

线工单办理情况、消防设施器材在航

率、生命通道畅通程度、电动自行车

消防安全管理等五个维度，将社区消

防安全管理水平直观转化为指数指

标，为攻坚解决制约基层消防管理水

平提升的难题瓶颈创造了良好条件。

宝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社

区消防安全工作，主要领导牵头审

定大数据平台建设方案，分管领导

主抓落实，抽调精干人员组成工作

专班，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

实际困难，推动区消防、信息、公

安、应急、城运、房管等六大部门建

立协同配合机制，坚持“专业高效、

务实合作、科学评价”的工作理念，

细化出台《大数据平台管理运行制

度》，为平台在社区消防安全治理

领域发挥积极、重要作用提供了有

力保障。

为持续优化完善，广泛吸取区

相关职能部门、街镇（园区）、基层

社区消防工作人员和市民群众意见

建议，不断提高数字化治理体系的

操作性、系统性、科学性。针对火灾

警情数据、“12345”热线办理情况

等客观指数，每月严格按照统计数

据扣除相应分值；针对消防设施器

材在航率、生命通道畅通程度、电动

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等主观指数，

对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成效显著、履

职到位的社区不予扣分，对火灾隐

患整治不力、工作迟滞的社区额外

进行扣分，根据工作成效拉开层次

差距，全面激发基层消防工作人员

“想管消防工作、管好消防工作”的

积极性。

为全面压实责任，依托区大数

据中心平台，以图表形式每月公布

社区消防安全隐患指数有关情况,

深入分析研判社区消防安全形势，

有效发挥辅助决策、警示预判和精

细管理作用。

上海市消防安全委员会

新闻晨报
联合主办

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 12345

新闻热线: 63529999
消防
安全

社区消防安全隐患指数引导精准防控
宝山区创新运用社区消防安全隐患指数助推社区消防安全治理提质增效

传承红色基因，在“国旗下成长”

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宋霁昊

晨报讯 近日，宝山区宝山消

防救援站联合区团委在淞沪抗战

纪念馆“胜利广场”开展“国旗下

成长”暨宝山区青少年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

去年以来，宝山区消防救援

支队联合区团委通过 “国旗下

成长”这一活动形式，常态化开

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和消防

科普宣传活动，至今已累计开展

30 余次，覆盖青少年学生近万

人。

宝山消防联合区团委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消防供图

宝山消防重拳整治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市场秩序
记者 倪 冬 通讯员 宋霁昊

晨报讯 今年 7 月以来，宝山

区消防救援支队重拳出击开展为

期三个月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专

项检查，督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落

实主体责任、规范从业行为、提高

服务质量，严厉打击弄虚作假、不

具备从业条件开展消防技术执业

活动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

行为。

期间，宝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依

托“上海市消防技术服务系统”对

排查发现的本辖区消防技术服务

机构从业条件及 2019 年 8 月 29

日以来开展的消防技术服务项目

进行逐一核查，共计检查消防技术

服务项目 470 余个，发现出具虚假

报告违法行为 2起、不具备从业条

件从事技术服务活动违法行为 1

起、其他违法行为 17 起，针对上述

违法行为对涉及机构全部予以行

政处罚，并纳入消防安全领域信用

信息“黑名单”。

凌晨醉驾肇事后扔下朋友逃逸

上海交警假期5天查获醉驾37起

●

记者 荣思嘉

晨报讯 10 月 6 日，在街头

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官兵没想到，

自己也成了游客镜头下的主角。

当天 18 时 26 分，正在陆家嘴

滨江大道巡逻的武警上海总队执

勤第二支队中士闫顺发和上等兵

蒙钢被一名老人拦住。

起初，闫顺发以为老人是要寻

求帮助，不料老人拿出一沓照片，

问闫顺发前一天是否在此地执勤，

照片里有没有闫顺发认识的战友，

并说这是专门为哨兵拍摄后，洗好

照片送来的，希望官兵留作纪念。

闫顺发挑出部分照片收下后，询

问老人姓名和住址，老人挥了挥手。

临别时，老人还对他说：“谢谢你们的

守护，让我们能更安心地游玩。”

闫顺发和战友随后庄重地向

老人回以军礼。

回到休息点，闫顺发和战友们

翻看起照片。精美的照片中，高楼

大厦和宽阔的黄浦江前，夕阳给哨

兵镀上了一层金色。

其中一张照片显示，阵阵江风

中，一名穿白色裙子的小女孩隔着

栅栏向哨兵敬礼，这让官兵们心里

感到阵阵温暖。

每张照片背面，老人还手写了

一段文字：“有你们的守护，我们

才能安宁的生活，你们辛苦了，人

民感谢子弟兵”。

昨天，女孩敬礼照片中的哨兵

董宇航，收到老人的照片后感动不

已：“这位老人的举动让我感到十

分温暖。我一定会站好每一班岗，

不辜负人民群众的关怀。”

“为我们拍照又专程送来照

片的老爷爷，你在哪里？”武警执

勤哨兵表示，希望当面向老人致

谢，并邀请他和家人来军营参观。

游客给执勤武警送冲洗照片致谢

/上海武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