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2月4日下午，绿华镇司

法所来到绿华小学开展“致敬宪法”诵

读活动。

活动中，绿华镇司法所工作人员

带领学生们诵读了《宪法》的部分段

落。随后，通过身边的案例对《宪法》

的内容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让孩子

们在诵读中学习宪法，感受宪法精神。

青少年是宪法宣传教育的重点对

象，本次活动向孩子们普及了宪法的

基本知识，促使青少年从小树立宪法

意识。接下来，绿华镇司法所将继续

利用各类宣传阵地和平台开展法治宣

传活动，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法治学

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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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校园学法

浓厚氛围

□ 记者 吴雄 /摄影 张峰

从普通打工者到合伙开公司，再

到“散伙”后创业，而今，由陈凯创办的

电商——“麻团科技”的每日销量近百

件，生意十分不错。“若不是回到家乡，

我又怎么能有勇气再出发。”陈凯说，

家乡崇明真是福地，这里不仅生活环

境优质，而且相对轻松惬意的生活节

奏，也正是他所一直苦苦找寻的……

陈凯是崇明中兴镇人，和很多同

龄人一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市

区发展。2011年，陈凯被新兴的智能

化家居行业所吸引。在当时，智能化

家居还没有普及，其与普通家居相

比，不仅具有传统的居住功能，还能

提供全方位的信息交互功能，从而帮

助家庭与外部保持信息交流畅通，更

好地优化人们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方

式。陈凯觉得，智能化家居契合人们

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前景不错。于

是，他辞去原有工作，加入到智能化

家居行业中。

2014年3月，陈凯结识了几位同

样看好智能化家居市场的同伴，几经

商讨，成立智能化家居产品电商平

台，力争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智能化

家居营销平台。同年9月，销售平台

上线后，销量节节攀升，也吸引了许

多投资方的关注。可惜的是，随着公

司规模的扩大，创始团队对公司未来

的发展方向出现意见分歧。道不同

不相为谋，陈凯选择了退出。第二年

5月，陈凯的妻子怀孕了，得知喜讯之

后，陈凯当即决定待在家陪伴妻子。

也正是趁着这段时间，陈凯尝试着开

设网店。“我很幸运，第一个月赚5000

元、第二个月8000元，这给我今后创

业增添了信心。”

2016年，陈凯的妻子回岛工作，

并考虑把孩子也带回崇明生活。陈

凯告诉妻子，崇明生态好、空气好，对

孩子成长大有益处，放心吧。说服妻

子的理由，同样也成为陈凯说服自己

的理由。同年，陈凯回崇明注册了上

海麻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并把原有

的电商业务和仓库都搬回了崇明。

在经营网店的过程中，陈凯发

现，店里的一款迷你电工工具销售业

绩喜人，深思熟虑后，陈凯将迷你电

动工具类的商品锁定为自己网店的

主营业务。

看准目标后，陈凯在城桥镇建立

起经营场所，并找来了自己的大学同

学帮忙，把原先不符合“新目标”的商

品进行了下架处理，上传了一批新的

迷你电动工具。“只要是美观、实用并

具有一定艺术感的小工具，都是我们

力推的商品。”陈凯说。

陈凯算了一笔账，以前在市区每

天的伙食、通勤、生活费等，均高出崇

明不少，再算上生态环境优势，回崇

明还是“赚”到了。“关键是，这样的生

活我很喜欢。”陈凯也明白，起初几个

月经营状况良好也许只是运气，要保

持好势头还得继续努力。经过一段

时间经营，“麻团科技”销售量逐渐趋

稳，日销售量约百件。“基本算是稳定

了下来。”陈凯长舒一口气。

亲朋好友看到，陈凯每天看似

“无所事事”却依然能赚钱，很是羡

慕，前来讨教经验。陈凯也毫不保

留，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创业心得，他

还不忘叮嘱：“任何创业，入门往往

是最难的。”陈凯说，千万别被一些

“心灵鸡汤”所影响而盲目辞职创

业，认为仅靠努力、勤奋就能成功。

如果方向不对，努力越多背离目标

反而更远。其实，创业本身就存在

失败的可能，这点要时时牢记。对

于“麻团科技”的未来，陈凯希望能

踏踏实实地发展，同时还打算适当

涉及产品研发领域。“明年，我们还

有望和合作厂家一起推出自有品牌

的工具产品。希望来自崇明宝岛的

商品能走向更广天地。”

不用火、不用电，只需一瓶水，就

可得到一“锅”香飘四溢的火锅。最

近，一种方便快捷的“自热火锅“食品

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

这种新推出的方便食品，配菜外

边带有发热包，食用时只需要往发热

包上倒冷水，就可以反应发热，使加入

的水沸腾，蒸熟食物。那么，这种自热

火锅，有没有安全隐患呢？

近日，浙江宁波镇海消防大队对

这种“自热火锅”进行了实验，测试其

安全性。实验一：消防队员先把“自热

火锅”里面的食物拆开，加水后，把“自

热火锅”盖子上的小孔堵住，大概过了

半分钟，“自热火锅”就开始快速膨胀，

并冒起了白烟。消防员用红外线热感

枪进行测试，这时的加热包温度已经

有60多度。实验二：消防队员把加热

包剪开，直接放在矿泉水瓶子里，让它

直接跟水进行接触，矿泉水瓶放在地

上几秒后，就迅速膨胀、扩大，同时，底

部还喷出了高压蒸汽。

消防人员表示，“自热火锅”底部

加热包的主要成分是铁粉、铝粉、焦炭

粉、活性炭和生石灰等，加入冷水后，

升温可达150度以上，蒸汽温度可达

200度，最长保温时间可达3小时。

“自热火锅”的出现，一方面给大

家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它的安全隐

患也不容忽视。

据报道，一名中国留学生在使用

“自热火锅”的时候，导致美国一寄宿

学校全员疏散；成都一小伙在家吃“自

热火锅”时，家里1cm厚度的玻璃桌在

高温下被炸碎，还差点砸到自己的脚。

消防人员提醒，大家在食用“自热

食品”的时候，要格外当心：第一，自热

火锅的盖子上有一个透气孔，如果透

气孔堵塞的话，容易造成小型的爆炸，

甚至烫伤人，大家一定要把透气孔给

打开，一定让它有个泄压的地方。第

二，如果家里用的是玻璃餐桌，最好在

自热食品下面加隔热垫，以免玻璃炸

裂。第三，千万不要放在儿童能接触

到的地方。

80后青年陈凯回崇创业再起航——

这方沃土，让我找准新目标

初入行的小幸运

找准定位再出发

“慢节奏”中憧憬未来

“食物网红”自热火锅安全吗

消防人员表示存有安全隐患

本报讯 近日，中兴镇中兴村大众

文化艺术团参加了由香港演艺中心、中

国中老年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世界大舞

台中国文化艺术交流组委会主办的

“2017年第十六届世界大舞台中国文艺

交流港澳——舞动中国梦?唱响新时

代”活动，他们自编自导的水兵舞《美丽

的遇见》荣获本次大赛金奖。

中兴村大众文化艺术团成立于

2010年6月，是中兴镇地区文化艺术

团队中的一支先锋队伍，团队成员大

多为来自中兴村的一线工作者，他们

中有村干部、党员、个体户及普通老百

姓。中兴村大众文化艺术团队多次参

加区、镇组织的各类文艺演出及社会

公益演出，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

评。

中兴镇大众文化

艺术团喜获金奖

（上接1版）学习考察期间，绿华

镇与永平县杉阳镇、杉阳镇岩洞村，

庙镇与南涧县乐秋乡、乐秋乡米家禄

村，新河镇与巍山县巍宝山乡、巍宝

山乡建设村，东平镇与漾濞县太平

乡、太平乡菁口村分别签订了镇镇

（乡）、镇村《扶贫协作协议书》，并给

予了资金资助。

大理州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靳

汝柏，大理州政府办公室、大理州扶贫

办相关负责同志全程陪同调研。

（上接 1版）则由村居委干部不定时

进行抽查。每个月会公布各家各户

的垃圾分类情况，完成 25天以上的

用红色五角星表示，20天以上的用绿

色三角形表示，20天以下则用黑色叉

号代表。目前，得到五角星的村居民

已超6成。

对于不配合垃圾分类工作的村居

民，将直接取消其五星级文明户的评

选资格。也就是说，做好垃圾分类工

作，是参与五星级文明户评选的前置

条件。不仅如此，向化镇还计划将“做

好垃圾分类工作”作为享受更多志愿

服务项目的前置条件，村民如果没有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将失去享受这些

志愿服务的机会。比如齐南村针对老

人的“一起爱，幸福携手”一对一志愿

服务活动，如果村民自身或家属没有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那这些服务都将

与其无缘。

让垃圾分类成为一项全民运动

“崇明支持”助

大理攻坚脱贫

上海市崇明县新海农场新

新摩托车修理部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310230600135020

上海银鸽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道路运输证:沪 D84691、沪

A8133挂、沪B2453挂、沪B5133

挂、沪 B64033、沪 D8961挂、沪

A8138挂 、沪 B5109挂 、沪

BE3148、沪 E8090挂、沪 E7632

挂、沪 AF826挂、沪 DA6925、沪

B3370挂、沪D5721挂

上海市崇明县新虹楼饭庄

遗失法人章、公章、营业执照：

92310230MA1M4GEU9T

上海市崇明县贝欣五金厂

遗 失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

X0788774-0

严凯华遗失危险品从业资

格证：310230198605061954

上海市崇明县裕琴小吃店

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10230600485853

绿华镇司法所开展

“致敬宪法”诵读活动

□ 通讯员 甘露璐

▲图为陈凯（右）与同伴商讨业务

□ 中兴镇

□ 记者 朱敏欢

学习践行十九大

不忘初心跟党走

新河镇开展2017年

国际志愿者日主题活动

本报讯 12月5日上午，“学习践

行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新河

镇2017年国际志愿者日主题活动在

该镇新南广场举行。

一早，志愿者齐聚新南广场，开展

各类志愿服务：理发、磨剪刀、修补鞋

子、修理电器、量血压等形式多样的志

愿服务活动，为百姓们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便利。

主题活动上，主办方向全镇志愿

者发出志愿服务倡议，要求志愿者亮

明党员身份，彰显榜样力量，争当志愿

服务活动排头兵，争做志愿服务精神

践行者，让乐于助人成为一种生活习

惯；镇领导为“先锋行动，我引领”“文

明之家，我分类”“诚实守信，我维护”

等七支志愿服务队授旗，志愿者代表

作了志愿承诺；全体志愿者在签名墙

上签名承诺。

随后，7支志愿者队伍分别到各

自区域拉上了宣传横幅，摆放了相

关知识图板，向过往群众发放志愿

服务条例、社会工作知识普及宣传

手册等宣传材料，解答群众提出的

问题等；还开展了低碳宣传、垃圾分

类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把志愿者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作

为纽带，倡导人们更好地学习和践

行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