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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头镇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中小河道长效管理

企业员工担任
“河长”下村巡河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惠英 记者 须双
双）汪师傅是上海老南汇通信设备维护有
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他在负责航头商城区
域固定电话维护工作之余，总不忘带着一
本笔记本去该区域的河边“遛个弯”，掏出
手机这里拍拍，那里拍拍，并时不时地在笔
记本上写着什么。他可不是在看风景，而
是在
“巡河”
。
原来，
汪师傅通过自愿报名，
与公司里其
余59名同事一起加入到了河道巡查的志愿者

队伍中，
成为了航头镇第一批
“企业河长”
。
“企业河长”将发现的问题记录在河道
档案本上后，
还会将图片发送至
“航头水环
境”微信平台，最终由后台人员对问题进行
汇总，分配处置。
今年以来，
航头镇在治水过程中，
不断
创新河道整治的体制机制，在原有行政河
长、民间河长、志愿者和村民代表广泛参与
治水的基础上，
又启动招募
“企业河长”，通
过吸收企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助推河道整

治，
提升河道管理能级。
而上海老南汇通信设备维护有限公司
就是第一家向政府认领
“企业河长”
的企业。
据 了 解 ，上 海 老 南 汇 通 信 设 备 维 护
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宽带、固定电话、IPTV
安装与维护等业务，全公司 300 名工作人
员为浦东南片地区约 100 万的电信用户
服务。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大部分员工
需要走街串巷，深入到企业、村居、社区
开展工作。久而久之，工作人员对航头

每一个区域情况、河道分布十分熟悉，他
们对于河道问题的发现有着比一般人更
有利的条件。
公司负责人说：
“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
时，也要反哺社会，尽一份社会责任，员工
们都非常乐意参与河道整治工作，作为企
业也会积极支持。”
“河道整治工作单靠政府行为是不够
的，还需调动企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形
成强大合力，共同参与治水。”航头镇党委

书记严国华表示，
“企业河长”的存在不仅
充实了河道整治的志愿者队伍，起到了发
现、互动、监督的作用，还让企业有了身份
的转变——从政府的监管对象变成了与政
府携手共建美丽家园的伙伴。
下一步，航头镇还将通过全方位的宣
传发动，
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让更多的企业
加入到河道管理中来，通过多方资源的整
合，
丰富
“河长制”的内涵，
实现清清小河的
长治常美。

加快区域开发 优化产业布局
祝桥镇明确下半年五项重点工作

大团镇组织学生走进乡村学技能
8 月 4 日，大团镇以“美丽乡村历奇记”
为主题开展 2017 年暑期活动，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在暑期中走进乡村，
感受家乡新农村变化。
一大早，小朋友在大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大团果园村，参观大团镇首个民宿。大家了解到果园村民宿以匠人手作体验为主题，每
一幢民宿有不同特点，入住客人可感受不同的入住体验。
为了让小朋友了解大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潭竹篮，活动主办方还特别邀请竹编匠人进行现场讲解，演示竹编编织技巧。小
朋友还在老匠人的耐心指导下，亲身体验了编织技艺。 图为小朋友在老匠人的指导下学习竹编编织。
□通讯员 王敏华 文/摄

保洁员拾金不昧 婉拒失主礼物酬谢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丽娜 记者 须双
双）
“麻烦你们帮我联系一个人，我一定要
当面感谢她。”近日，家住泥城镇云树欣居
的张根仙拿着水果来到彭镇居委，执意要
寻找一位拾金不昧的好心人。
几天前，张根仙丢失了装有重要证件
和财物的袋子，正当她火急火燎地赶到银
行办理银行卡挂失手续的时候，却惊喜地
在银行里找回了所有丢失的财物，包括
1500 元现金。

原来，张根仙丢失的袋子被当时正在
清扫道路的彭镇居委保洁员金凤娟捡到
了，当她正准备将袋子投入垃圾桶时，发
现里面竟有 1500 元现金，此外，还有身份
证、银行卡，甚至连银行卡的密码都在里
面。金凤娟立即查看了身份证上的信息，
替失主着急起来，心想：
“ 大概是急着用
钱，刚取的现金，要是有个万一，可怎么办
啊！”
金凤娟想到一个办法，根据银行卡的

信息，她将这一袋子东西交到了银行，拜
托银行联系失主，而她自己却没有留下任
何信息就离开了。
了解到事情始末的张根仙感激不已，
四处打听之下找到了彭镇居委，最终找到
了拾金不昧的金凤娟。面对失主的感谢，
金凤娟边坚决推辞礼物，边笑着说：
“生活
中每个人总会遇到点什么事情，这种事情
能帮则帮，也算行善积德，我只是做了应
该做的。”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记者从近日
召开的祝桥镇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上获悉，该镇下半年将继续围绕
“1+4+1”重点工作，突出主导主体、服从
服务、配合配套，
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重点做好航空城建设、公共管理、
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和政府服务效能提
升等五项工作。
据介绍，
今年上半年，
按照航空城建
设需要，祝桥镇推进了铁路上海东站及
沪通铁路东段相关工作、北噪音区核心
区动迁工作以及安置房建设，已启动 5
个安置房地块土地储备和建设，面积合
计 83 万平方米。
下半年，祝桥镇将继续推进航空城
建设，
通过落实规划编制任务、加快土地
储备与出让步伐和加强市政配套建设等
措施，
加快区域开发建设；
依托浦东国际
机场、商飞总装基地和铁路上海东站，
重
点发展航空制造、物流、商贸等产业，优
化产业发展布局。

在强化公共管理方面，严格落实土
地管理责任，推进土地例行督察问题整
改，
坚决杜绝新增违法用地现象发生，
完
成全年 200 万平方米的整治任务。按照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从
体系、功能、机制、载体、队伍五个要素着
手，
固化
“镇管社区”建设标准模式，
打造
创新社会治理升级版。
在公共服务上，该镇下半年将全面
提速安置房建设，并着力构建“家门口”
服务体系。按照“规范村居功能，畅通
为民服务”的要求，积极构建“5+70”服
务平台，即 5 个“家门口”社区综合服务
家园和 70 个村居委“家门口”服务站。
推 进 综 合 为 老 服 务 中 心、社区服务中
心、老旧小区燃气改造工程、小区电动自
行车停车充电场所、污水截污纳管工程
等实事项目的建设，努力打造生态宜居
城镇。
此外，
在公共安全、加强政府自身建
设等方面，
祝桥镇也提出了具体部署。

合庆巾帼志愿队守护美丽村宅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曹虹）
一个月来，在合庆镇的街头巷尾总能见
到一群女志愿者，她们冒着酷暑清理杂
草堆物，
清扫公共楼道，
竭力维护着村居
的环境整洁。
合庆镇的国家卫生镇复审和上海市
文明镇续创工作已进入关键时段。今年
7 月，合庆镇妇联开展了“巾帼参与双
创，守护美丽村宅”活动，号召各村（居）
妇联牵头成立
“巾帼守护美丽村宅”志愿
服务队，改善镇域内宅前屋后乱堆乱放
现状，减少“脏、乱、差”现象，助力完成
“双创”任务。
活动开展后，各村居妇联纷纷组织
巾 帼 志 愿 者 队 伍 开 展 活动，定期对村
（居）内宅前屋后及庭院卫生情况进行巡
查并及时清理垃圾杂物。

在村宅区域，
志愿者们重点对杂草、
堆物等进行了清除，还清理了道路两旁
绿化带内的白色垃圾、电线杆上的小广
告等。她们头顶烈日、挥洒着汗水奋战
在环境整治一线，
村民们纷纷点赞。
在居民区，志愿者们清理了楼道内
的乱涂乱画、小广告等，清扫了楼道，整
理了小区内的共享单车，还搬除了被遗
弃在绿化丛中的非机动车，将公共绿地
还给居民。
在动手清理的同时，巾帼志愿者们
还当起了“宅净”活动的宣传者，提醒村
（居）民改变柴草乱堆、垃圾乱倒、污水乱
泼、衣物乱晾等坏习惯，
还劝导沿街商铺
经营者不要乱丢垃圾，呼吁大家积极参
与庭院整治，
维护环境卫生，
倡导环保生
活理念。

网络支付陷阱典型案例解读（一）
高速发展的网购市场带来经济繁
荣，但网络欺诈和支付安全问题也相继
出现。中国消费者协会对网络支付投
诉案例进行了汇总和解读，提醒广大消
费者加以防范。

提防虚假客服，切勿
泄漏动态码
某小姐在购物网站上买了一条裤
子，几分钟后收到了一个自称“店家”
的电话，告知因交易失败需要办理退
款，并提供了一个“客服”QQ 号码，某
小姐加了 QQ 号与“客服”沟通，根据
其提供的“退款链接”进入一个网站，
按照客服提示输入了密码等信息，最
后在收到动态码后未仔细校验便急忙
填入。之后某小姐并未收到退款，而
且 QQ 也再联系不上那个“客服”。某

小姐立即查询了银行卡余额，发现账
己的身份证件号、银行卡信息、交易密
户遭到了盗用。
码、动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
提示：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
警惕低价陷阱，拒绝
了客户网购信息，以“退款”或“退货”为
由电话联系客户要求客户加聊天工具， “钓鱼网站”
并点击其提供的“钓鱼网站”的链接。
而实际上，在退货及退款环节不需要校
某先生收到一条促销短信，告知可
验动态码或交易密码。
低价购买热门手机，某先生按短信中的
如何防范：办理网络购物、网络退
网址链接登录网站，选中心仪手机后，
货、退款等业务时请认清官方渠道。如
按提示输入了个人银行卡卡号、身份证
在购物网站申请退款或退货时，建议与
号、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之后又输入
官方客服联系后进行操作，切勿轻信不
了动态码，网站显示交易成功。但之
明身份的电话、网络聊天工具或其他形
后，某先生一直没有收到购买的手机，
式提供的非正规途径的网络链接。在
报案后经警方调查，才得知是误入了
收到动态验证码时，请仔细核对短信中 “钓鱼网站”
。
的业务类型、交易商户和金额是否正
提示：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短信、
确。任何客服工作人员不会向持卡人
聊天工具、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钓鱼
索取短信验证码，如有人索要可判定为
网站”，持卡人一旦输入个人信息就会
诈骗，请立即报警；也切勿轻易泄露自
被不法分子窃取盗用。

龙阳广场新增出租车费参考牌
龙阳路、龙汇路附近的龙阳广场车库出入口处新增了一块提示牌，提示牌清楚
地标注了沪上各主要宾馆酒店、商圈、景点、交通枢纽、医院、学校及城区名称，在每
处地点名称后另注有龙阳路地铁站至相应地点的里程数，并以上海市出租车计费标
准为基础，
标有白天及夜间参考车费。
记者注意到，从龙阳路地铁站至陆家嘴（东方明珠、金茂大厦、正大广场）的参考
里程数约 9 公里，5:00 至 23:00 的参考车费约 35 元，23:00 至次日 5:00 约 45 元。此
外，市民还可扫描告示牌右下角处的二维码，通过手机查询了解龙阳路地铁站至全
市大部分地区的参考里程及出租车参考车费。
□见习记者 郑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