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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蔡南新四村成立党建帮困小组 解群众燃眉之急

坚持开展有针对性的帮困帮扶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余达
升）
“我上班了。”北蔡镇南新四村的小虞
不久前来到居委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大
家。
小虞是南新四村党建帮困服务对
象。南新四村党总支负责人介绍，北蔡镇
南新四村是个典型的老旧动迁小区，1668
户家庭中，困难人群多，低收入人群多。
为了更好地关心帮助困难家庭，南新四村
党总支充分发挥 142 名党员的模范作用，
成立党建帮困小组，坚持在日常工作中有
针对性地开展帮困帮扶工作。
据了解，南新四村困难人群中包括低

“码头号子”亮相
长三角邀请赛
获
“最佳表演奖”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近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海港码头号
子”亮相第四届“巴城杯”长三角民歌
邀请赛，并收获
“最佳表演奖”的荣誉。
本次比赛由江苏、上海、浙江、安
徽四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
合主办，来自长三角地区的 14 支民歌
队伍汇聚一堂。塘桥街道码头号子歌
舞团代表浦东新区参赛，并表演了
“上
海港码头号子本帮篇”
。
这台节目由 9 名演员身着白衣黑
裤，还原了当年码头工人生产工作的
场景。该节目最终获得了 9.74 分的高
分，荣获
“最佳表演奖”称号。
塘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
街道文化品牌之一，塘桥将继续致力
于传承与推广国家级非遗“上海港码
头号子”，加强与其他地区非遗项目的
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与艺
术活力，助推长三角区域民歌艺术的
传播传承与创新提高。

周浦办画板展
回顾改革开放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
者 章磊）日前，记载着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光辉历史的 20 块展板出现在
周浦镇瓦屑居民区，吸引了大量居民
驻足观看。
本次画板展为期四天，内容体现
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政治、经济、
文化、外交、科学、航天、教育、体育、民
生等各个领域发生的变化。
展出期间，一名耄耋老人手拄拐
杖，看着展板，热泪盈眶，她感叹道：
“我亲眼见证了中国这 40 年间天翻地
覆的变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的繁荣
昌盛。”
接下来，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还
将继续扩大宣传范围，让画板展走进
镇内 15 个居委进行巡展，让居民参与
到“改革开放 40 年伟大实践”的回顾
和学习中来。

金桥社区学校
扩大送教范围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王欣）近日，金桥镇社区学校 2018 年
秋季班正式开班。本次秋季班为期 4
个月，共开设器乐类、音乐类、舞蹈类、
书画类、手工艺类、语言类等 37 个班
级。
为更好地满足学员需求，本次秋
季班新增了包括舞蹈、声乐、书画、瑜
伽、时装在内多门课程的开班数量，同
时新引进舞蹈、声乐、艺术插花等课程
的教师。今年秋季开始，社区学校还
进一步扩大送教上门服务范围，将瑜
伽、舞蹈、时装和太极拳等课程配送至
集镇、金葵和碧云等地区，为社区居民
提供更好的
“家门口”服务。

保户 53 户，重残无业 19 户。帮助困难群
众解决燃眉之急，为这些家庭解决实际困
难，成为南新四村党总支、居委会工作的
常态，3 年多来已帮助了 20 余户家庭。
小虞今年 28 岁，无业在家。2017 年 9
月，小虞父亲突发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治
疗，在医院昏迷了 3 个多月，医药费多达
20 多万元，家庭负担很重。当小虞来到居
委会请求帮助时，党建帮困小组立即前往
详细了解情况，并制定了帮困工作计划。
居委会先是将小虞家目前的困境向
上级部门反映，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及
时为小虞家办理低收入家庭认证，并开通

区级医药费补助，及时把报销的医药费送
到了小虞家里。考虑到小虞父亲需要康
复，党建帮困小组成员多次上门探望，安
慰他静心养病。第二步，是为小虞推荐合
适的工作，帮助其尽快就业。小虞大专毕
业，喜欢电竞，一直希望找一家游戏类的
公司就职，但是由于不善于人际交流，而
且要照顾父亲，没法上班，居委就业干部
几次推荐小虞参加招聘会，但小虞都没有
去，小组成员几次上门做工作，让他先上
班积累工作经验，等有机会再慢慢调整，
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最终小虞找到了
一份工作，开始上班了。

在今年 7 月的残障人调查中，居民李
阿姨来到居委会，说自己是外地退休的，
2002 年确诊乳腺癌，术后 9 年，另一侧乳
腺又出现肿块，后又切除，李阿姨的退休
工资只有每月 2000 元左右，丈夫的退休
工资比李阿姨还要少。随着年龄的增加，
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减退，每年的医药费
支出很大，家庭负担不起。党建帮困小组
了解情况后，及时帮助她填写了支内支边
困难人员补助表。
让遇到困难的居民家庭精神上获得
了慰藉，生活上得到了帮助，南新四村党
建帮困小组演绎着邻里情深。

潍坊公益
活动月启动
昨天，2018 潍坊新村街道第十届公益
活动月开幕，活动月期间 11 家社会组织将
举办 19 场公益活动。
在前段时间举行的
“上海市公益基地”
评选中，潍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雨泽社区
服务中心等 7 家潍坊社会组织成功获评。
昨天，这些“公益基地”集体上台与居民见
面，他们都将参与到公益月的活动中，
提供
助残、为老、
青少年等方面的服务。
“我们将成为社区居民参与公益服务
的一块阵地，并给予志愿者专业的培训及
保障，更好地为居民服务。”潍坊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负责人邵雪琼说。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文

公益活动月开幕式演出场景。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地铁惠南站整治周边环境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
“关注每一个
细节、穿好每一套制服。”近日，
记者从地铁
16 号线惠南站了解到，为做好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前期惠南站的安全保障
工作，16 号线惠南站强化车站安全保障意
识，整治车站周边环境，
“点亮”窗口形象。

针对车站周边存在的非机动车乱停放
问题，惠南站积极联系共建单位并携手惠
南镇政府、派出所等单位，
一同对车站出入
口开展“门前清”的集中整治行动，有效遏
制了非机动车乱停放影响乘客出入车站的
现象。同时，惠南站积极协助镇政府对车

站周边环境改造，
与施工单位密切配合，
通
过调整客流等措施，确保改造施工期间车
站运营有序。
为营造“迎进口博览会”氛围，车站还
专门布置了学习园地，
加强班组学习，
鼓励
员工积极参与平安志愿者活动。

高东消除安全隐患
“迎双节”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刘杨）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高东镇近日召开“迎
双节”安全工作会议，部署各方面安全工
作，防患于未然。
会上，高东镇安监所负责人解读了相
关文件内容。高东派出所、杨园派出所负
责人先后分析了近期安全工作形势，并表
示将继续通过联合执法、专项整治行动，

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消防四大队副大队长罗尧针对居村
消防安全工作提出“三要”：一要重排摸，
各基层单位定期开展安全排摸工作，不断
更新，及时掌握所辖区域情况；二要重宣
传，通过发放安全知识手册、张贴海报、逃
生灭火演练等方式，全面提高群众的安全
意识与技能；三要重上报，及时筛选安全

数据，发现安全隐患，必须提请有关部门
进行整治。
高东镇副镇长孙忆忠说，要时刻将群
众生命安全放首位；特别是中秋、国庆临
近，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摸工作，认真汇总、
及时上报；各职能部门依据排摸数据，研
判形势，对隐患明显、严重的，第一时间进
行整治，切实消除隐患。

我国电商领域首部综合性法律明年起施行（上）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电子商务
法》，
将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通
过的《电子商务法》有哪些亮点？又将给
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
一、
微商、
直播销售等列入电商范畴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国民的购
物方式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各种销售
不仅仅存在于淘宝、
京东等电子商务平台
上，
利用朋友圈、
直播等方式的销售层出
不穷。
《电子商务法》明确：
微商等列入电
子商务经营者范畴，
受该法约束。
本法所称电子商务经营者，
是指通过
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
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
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平台内经
营者以及通过自建网站、
其他网络服务销
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经营者。
二、
淘宝个体等需进行市场主体登记
目前，
个人开网店不需要进行工商登
记，
很多
“微商”
的进驻几乎是零门槛。今

后，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依法办理市场主体
登记。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
主体登记。但是，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
品、
家庭手工业产品，
个人利用自己的技
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
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
以及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不需要进行登记的除外。
三、
“刷好评”
行为将被禁止
网购中，部分卖家在评论上做起文
章，
一方面利用
“小恩小惠”
诱导消费者给
好评；
一方面购买
“水军”
刷好评，
这样的
举动将被禁止。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
真实、
准
确、
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
保障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电子商务经
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
编造用户评价等方
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欺
骗、
误导消费者。
四、
网络搭售商品不得设置为默认
买机票搭个
“专车”
接送，
订酒店搭个

SPA放松……看似贴心的服务，
有些却是
默认搭售，
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
购买了。
电子商务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不得将
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
违反上述规定者，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
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
严重的，
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五、
“双十一”
快递不可无限延期
每到
“双十一”
，
网购商品迟迟未到总
会让很多用户倍感焦急。其实，
各种理由
都不能是理由，
卖家应约定交付时间，
并
承诺运输中的风险与责任。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按照承诺或者
与消费者约定的方式、
时限向消费者交付
商品或者服务，
并承担商品运输中的风险
和责任。但是，
消费者另行选择快递物流
服务提供者的除外。

曹路党代表
参加培训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曹
宣）曹路镇 117 名镇党代表“学员”近
日走进课堂，
参加党代表培训班，
提高
履职能力。
当天培训班主题为
“新时代 新担
当 新 作 为 ”，同 时 还 有 现 场 党 课 活
动。开班仪式上，曹路镇党委书记吕
东胜说，要通过培训进一步增强党代
表的代表意识、责任意识和履职意识，
发挥好参政议政作用。
开班仪式后，上海市党的建设研
究会特邀研究员顾继虎以“增强党代
表意识，提高履职能力”为主题，从明
确党代表权利与职责、增强联系服务
群众的实效、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
“四
个自信”
、党员的模范和率先作用四个
方面，
为党代表们上了一课。
“通过培训，我对党代表的权利
和职责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今后
履职过程中将更好地了解党情，做好
群 众 理 想 信 念 的 教 育 ，了 解 社 情 民
意，倾听民声，全身心投入到曹路镇
经济文化建设，做建设宜居宜业宜学
美丽新曹路的促进者。”党代表江卫
平说。

现场会明确目标任务

康桥推进
“美丽庭院”建设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陈
新魁）马路边的宣传栏、白墙上的山水
画、庭院里的红花绿草……
“美丽庭
院”创建，
让康桥镇各个村子的面貌不
断发生着变化。9 月 12 日，康桥镇召
开
“美丽庭院”创建现场会。
当天，康桥镇“美丽庭院”建设领
导小组成员，各相关职能部门及各村
支书、主任一起，来到汤巷村、火箭村
和人南村，了解“美丽庭院”创建推进
情况。
康桥镇党委书记解军表示，
“美丽
庭院”创建是精细化管理和环境综合
整治在农村地区的有力延伸，是村容
村貌和乡风文明程度提升的有效载
体，
“ 要充分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发动
村两委班子、老党员、妇女代表和志愿
者，
用真心真情取得村民的理解、支持
和参与，同时镇职能部门要强化指导
与帮助，
上下联动、形成合力。”
现场会上，康桥镇进一步明确了
各村的目标、时间节点和工作任务。
各村支部书记则围绕
“美丽庭院”创建
推进情况、存在困难及下一步工作打
算进行了交流发言。

浦兴社工
感受版画艺术
本报讯 （记者 陈烁）了解版画知
识、制作版画作品……日前，
在第二届
浦兴社区社工节中，一场版画艺术活
动让社工们感受了版画之美。
当天的活动在浦兴大爱公益园举
办。教学老师向 30 多名社工介绍了
版画的起源、分类和特性，
并带领大家
进行作品鉴赏。待老师讲述完木刻版
画的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后，社工们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老师的指导
下，
社工们先挑选心仪的图片，
再用铅
笔在木板上描绘图样，
待描绘完毕，
便
使用雕刻刀，在木板上刻画出纹路。
有的绘制植物花卉，
有的刻画动物，
或
写实，
或抽象，
各具特色。
刻画完毕，一幅幅精美的木刻作
品刷上版画颜料，
拓印在皮纸上，
姿态
各异，社工们纷纷举着自己的作品合
影留念。一名参加活动的社工说：
“在
繁忙的工作之余，
让心静下来，
慢慢品
味艺术带给我们愉悦与乐趣，感到特
别放松和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