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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牌

【出行计】 【招聘信息】

上海洁士宝日化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品牌营销经理 /主管
要求：本科，25至 35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12000 至 15000

岗位：品牌设计经理 /主管
要求：本科，25至 35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12000 至 15000

岗位：新媒体运营主管
要求：本科，25至 32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12000 至 15000

岗位：品牌营销推广助理 /视
觉设计师助理 / 新媒体运营助理 /
实习生
要求：本科，18至 25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5000 至 7000

上海金瀚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岗位：方案设计师
要求：本科，26至 37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17000 至 23000

岗位：机电工程师
要求：本科，26至 37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9000 至 15000

岗位：深化设计师
要求：本科，26至 37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8000 至 15000

岗位：弱电工程师
要求：本科，26至 37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8000 至 12000

福利斯特森林电气设备贸易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岗位：日语营业担当
要求：大专，25至 40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8000 至 12000

上海数码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岗位：项目经理
要求：本科，21 至 45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8000 至 15000

岗位：设计工程师
要求：本科，21 至 40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8000 至 15000

岗位：项目助理
要求：大专，21 至 28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6000 至 8000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52160606-2007

【食药坊】

积极研究“三码整合”
“随申码”未来可支付乘坐公共交通费用

生津、美容、养肠道
石榴：秋日“黄金果”，全身都是宝

8月起，楼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最高可罚 1万元
【平安策】

近几年，关于电动车自燃引发
的火灾问题数不胜数。
针对层出不穷的电动车充电安

全隐患，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
部公布了《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其中提到：在高层民用
建筑公共门厅等地停放电动车或充
电，拒不改正的个人，最高可处以
1000 元罚款。自 2021 年 8月 1日
起施行。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对经营性
单位和个人处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
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在高层民用建筑内进行电

焊、气焊等明火作业，未履行动火审
批手续、进行公告，或者未落实消防
现场监护措施的。
二、高层民用建筑设置的户外

广告牌、外装饰妨碍防烟排烟、逃生
和灭火救援，或者改变、破坏建筑立
面防火结构的。
三、未设置外墙外保温材料提

示性和警示性标识，或者未及时修
复破损、开裂和脱落的外墙外保温

系统的。
四、未按照规定落实消防控制

室值班制度，或者安排不具备相应
条件的人员值班的。
五、未按照规定建立专职消防

队、志愿消防队等消防组织的；
六、因维修等需要停用建筑消

防设施未进行公告、未制定应急预
案或者未落实防范措施的。
七、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

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
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
电，拒不改正的。 （上海市场监管）

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过了立
秋，就又到了吃石榴的时节。火红
艳丽的石榴花、晶莹剔透的石榴籽
……石榴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吉祥
之物，同时也是秋季养生的“黄金
果”。

是名果也是名药

作为水果，石榴是很多人的最
爱，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石榴还
是很好的药食同源之品！

近代名医张锡纯就十分擅用
石榴，他认为：“其性微凉，能敛肝
火，保合肺气，为治气虚不摄肺劳
喘嗽之要药。”“若连皮捣烂煮汤
饮之，又善治大便滑泻，小便不禁，
久痢不止，女子崩带。”他甚至还依
照石榴的功效拟定了一个名
方———宁嗽定喘饮。

关于这方子，还有一个医案故
事：话说曾经有一姓周的老人，年
近七旬，身体一直都有劳伤之病，
平时还喜抽大烟。一年秋天，老周
患了外感的温病，表现为发热、脉
数、咳喘、无力、痰多而黏，经过一
番探查，张锡纯诊断其为阳明腑实
证，予其白虎加人参汤治疗。果真，
用了一剂后，病人的热就退了，但
是仍然咳喘，而且气息微弱。此时
病人家属有些慌了“且谓如此光景
难再进药”。张锡纯却说：“此次无
需用药，寻常服食之物即可治愈”。
于是，开了方子：生山药一两半、酸

石榴汁六钱、甘蔗汁一两、生鸡子
黄四个。方法：山药熬汁，然后后三
味，兑入山药汤中，分三次服下。病
人家属一看，确实是平常之物，那
就试试吧，于是就服用了。结果，服
用两次，这个病就痊愈了。而这个
方子，就是上述的宁嗽定喘饮。

可用部位不止果实

除了石榴的果肉，中医认为，石
榴的叶、花、果皮、根也都能入药。

石榴皮：据《本草纲目》记载：
“石榴皮止泻痢，下血，脱肛，崩中
止带。”由于石榴皮具有涩肠止泻，
止血，杀虫之功，因此，也成为了临
床上儿科常用中药。平日里，取 5
克干石榴皮（鲜品用量加倍）加水

煎煮代茶饮，小孩饮用时可适当加
入红糖。此茶对于久泻久利，大便
出血者能起到很好的缓解效果。但
是，石榴皮收涩且石榴皮碱有毒，
不可过量使用，一般 3-9 克即可。

泻痢初起者、邪气壅盛者忌服。
石榴叶：石榴叶具有收敛止

泻，解毒杀虫之功效。治急性肠炎，
水泻不止时，可取石榴树叶 60 克，
生姜 15克，食盐 30克，炒黑。煎汤
代茶，频频饮服。另用葱白、大粒食
盐各适量，放锅内炒热，布包敷于
腹部。若不小心划伤，可以取适量
石榴嫩芽叶揉搓至叶子变色，然后
敷在小创口处，可以起到止血、消
炎之功。

石榴花：据苏颂《图经本草》
记载：“石榴花可治心热吐血，外敷
可治金疮出血。”在石榴开花的季
节，如果恰好遇上鼻出血时，可取
鲜石榴花适量，将其揉成小团，填
塞鼻子，有很好的止血效果。

石榴根：石榴根具有驱虫，涩
肠，止带之功效，常用于蛔虫，绦
虫，久泻，久痢，赤白带下。

（上海长宁）

乘公交、坐地铁用手机“扫一
扫”已成为许多上海市民交通出行
的“标配”。不过有不少网友对此
产生疑惑，在上海，乘公交用乘车
码，坐地铁用“大都会”，这些码能
整合到一起吗？可否实现“一码通
行”？答案是：未来可期！

据了解，今年 7 月，上海市交
通委与申通集团、久事集团成立了
联合工作组，开始着手研究，推进
随申码、地铁乘车码和公交乘车码
的“三码整合”工作。

所谓“三码整合”，就是指采
用交通部的二维码标准，对地铁线
路闸机、相关二维码进行改造。通
过“三码整合”，市民出行能够“一

码通行”所有交通工具。
在此基础上，多家单位共同推

进与随申码的整合工作。8月初，上
海市大数据中心已经完成了“随申
码”样码图例的制发。

久事集团启动了公交、轮渡的
终端和软件升级，并计划于国庆节
前后，实现“随申码”在本市部分
地面公交、轮渡线路的试点应用。
申通集团力争年底前，通过白名

单邀请的形式，能在磁悬浮及部分地
铁线路（即轨交1、3、4、5、10、15、16、
17、18号线）实现随申码、公交乘车
码在“两进两出”闸机的试点应用。
一码行申城，未来可期！

（上海发布）

【小贴士】

石榴适合有口干舌燥、腹泻、扁桃体发炎等疾病的患者食
用。 但胃炎患者以及泻痢初起者最好别吃。 此外，石榴含糖分
多，并有收敛作用，感冒及急性炎症、大便秘结者要慎食，糖尿
病患者要禁食。 儿童最好少吃石榴，否则容易引发痰证，并加
重急性支气管炎、咳喘痰多等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