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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10月9日，首

票由中远海运承运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展品顺利到沪。该票来自德国的

参展品，也是中远海运承运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展品的海外发运首单。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进口博览会最

大、超重的参展品——来自德国瓦德里

西科堡公司的“金牛座”龙门铣也在此

次中远西班牙轮承运、同船抵达的货物

中，分装于 12个集装箱。据德国瓦德里

希科堡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介绍，“金牛

座”龙门铣是该公司最新研发的机床设

备，长 20 米、宽 10 米、高 8 米，占地面积

达 200 平方米，总重达 156 吨。这次参

展进口博览会，是它首次走出欧洲、来

华参展。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近日，上海海

事局在长江口水域开展内河船舶非法从

事海上运输专项治理行动，行动中海事部

门协调直升机、海事执法船、船舶交通管

理中心等，海陆空立体配合打击内河船舶

非法海运。此举是为进一步改善长江口

水域通航环境，保障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的顺利召开。海事部门介绍，2018年
下半年以来，已联合多个部门展开了持续不

间断整治行动，查处内河船156艘次，罚款

340余万元，移送无证驾驶人员公安拘留4
人次，未来还将进一步加强辖区内河船舶

非法从事海上运输治理，加强信息搜集和

研判，对违法船舶进行精准打击等。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随着“进博

会”的日益临近，本市正积极落实进口博

览会各项保障措施。目前，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外围12项15条配套道路建设已全

部完成，将为缓解该地区会展期间交通、

人员疏散起到直接作用。此外，由强生、

大众、海博、锦江 4家出租企业组成的新

能源出租车方阵也在近日亮相。

记者获悉，上海城投正采取多项措施

确保优质供水。城投制水公司加强出厂

水重点指标的跟踪控制，提高相关指标检

测频率，紧紧围绕“安全生产、优质供水”

的总目标，推动水厂精细化管理，保障安

全优质供水，为“进博会”各项保障工作全

面完成奠定基础。

城投水务浦威公司近期对辖区内

16 个重点酒店的二次供水质量进行了

安全检查，包括凯宾斯基酒店、文华东方

酒店和世博洲际酒店等。同时浦威公司

将对辖区内浦东国际机场、世博区域、国

际旅游度假区、陆家嘴金融区等提供供

水保障，并作为此次会议能源保障组的

一员，对管道及阀门进行定期巡检工

作。

城投水务水中心还提前制定了详细

的采样方案和检测计划，成立“进博会水

质检测应急小组”，明确职责，落实到人，

做好预案，确保检测工作有序开展。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AED（自动

体外除颤仪）又救人一命。9 月 27 日上

午，浦东公安分局丁香大楼食堂的一名工

作人员突然倒地，在同事、120的救护下，

使用AED成功挽救了其生命。

作为一种非专业人员也能使用的医

疗设备，AED已经拯救了不少生命。浦东

新区在公共场所配置AED后，已经有5人
因为AED和急救技能而挽回生命。新区

政府已将浦东新区红十字会提出的《关于

2016年—2018年浦东新区开展在公共场

所设置自动体外除颤器公益项目的实施

方案》列入三年实事项目规划，在浦东大

部分公共场所每年设置200台AED。

随着“进博会”的到来，新区红十字会

多管齐下，通过加强公共场所AED的布

设与日常器材维护、建立AED智能管理

系统、普及急救技能培训等方式，让AED
真正为民所用。同时提升公众急救能力，

全力保障“进博会”的顺利召开。

浦东新区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底，浦东通过红会系统配置AED的

数量将达到 800台。红十字会还建立了

日常管理维护机制，即通过AED设置点

的志愿者、供货方工程技术人员、区红十

字志愿服务项目志愿者三大途径，定期勘

察AED设置及使用情况。此外浦东新区

红十字会与AED供货商等企业合作，探

索建立科学化、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

24小时动态管理系统。而对AED使用及

急救培训也正持续不断地进行。截至9月
底，新区红会今年共培训救护员6262人，普

及培训59932人，合计培训1463场，涉及机

关人员、企业职工、地铁工作人员、教师、学

生等。据了解，未来新区红十字会还将持

续开展市民和中小学生参与应急救护知识

和技能培训，提高市民应急救护知识和技

能普及率。

一、课题提要
周家渡街道党工委领受新区大调研

重点课题任务后，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围

绕全面建设“美好周家渡”总体布局和全

面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的总体目

标，确定了《全面建设“美好周家渡”美好

生活先行区调研》的总课题，涵盖党建引

领美、党员形象好，幸福生活美、宜居宜

业好，平安祥和美、民主治理好，自然环

境美、美丽家园好，文化自信美、人文精

神好等5个方面，共完成子课题21个。

二、问题现状
街道围绕课题调研建立6大工作制

度，汇总 21个子课题成果，共梳理出具

体问题73类，可概括为3大方面。

（一）基层党建新老问题共显，引领

社会治理不足。基层党建工作行政化方

式偏多，活动方式单一缺少吸引力，“两

新”党员身份认同不高等老问题仍然不

同程度存在。基层党组织对居民多样性

和动态性需求的诊断方式粗放，有效回

应不够；街道各部门和居民区各基层组

织之间数据存在严重壁垒；党员群众参

与社会治理和居民自治水平与新技术手

段的发展不同步等新问题进一步凸显。

（二）城市形态比较陈旧，各类安全

隐患较多。作为60年历史的老城区，街

道城市形态陈旧，基础设施薄弱，市政基

础配套布局不尽合理，基本生活服务业

和便民设施不齐全，公建配套欠账较多，

不能很好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世博

期间的小区整新项目已近十年，大部分

已形态破损，电梯运行安全、消防安全等隐

患突出。

（三）居民老龄化率高，困难及特殊群

体数量庞大，底线民生任务繁重。街道目

前有户籍人口 10.87万人，常住人口 13.91
万人，其中 60岁以上老年人 4.34万人，户

籍老龄化率达 39.9%；有低保 997户、1461
人，残障人士 4394人，社区矫正和刑释解

教人员 255人，社区就业年龄段失业人员

1049人、无业人员 6376人，底线民生保障

任务艰巨。

三、对策措施
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共拿出解决对

策127项，均在推进落实。

如《周家渡街道党建和社会治理智能

化建设调研》课题建议，街道党工委要依托

党建与社会治理研究团队，利用大数据信

息技术，开发一套集情报收集中心、分析研

判中心、指挥协调中心、资源整合中心和社

区服务云展示中心等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

的综合性信息系统，有效破解党建引领社

会治理难题。《周家渡街道党员教育管理和

参与社会治理情况调研》课题建议，街道党

工委要通过成立“家庭小党校”，深入占领

楼组内的党建宣传教育阵地，更加方便党

员参与学习，更加有效关心帮助党员群众，

更加促进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融合发

展。《周家渡街道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及供给

调研》课题针对社区养老服务存在服务项

目供给内容不足等困境，提出通过发展配

套措施；整合盘活社区资源，完善社区服务

平台；放开市场准入，提供个性化的“点单

式”养老服务；强化宣传引导，营造友好养

老的市场氛围等措施来解决问题。《周家渡

街道社区“外来媳妇”群体情况调研》课题

聚焦“沉默的少数”，针对“外来媳妇”不知

如何融入婆家、普遍缺乏自信、不愿走出家

门等问题，提出进一步充分发挥居民区“妇

女之家”作用，项目化运作送服务送关爱，

通过活动引导外来媳妇走出家门，提高认

同感、归属感；组织多样化技能培训提升外

来媳岗位技能、综合素质，不断提升外来媳

妇的自信心。

在队伍建设、就业创业、社区规划、城

市综合运行管理、信访稳定、法律服务、居

民自治、文化团队、社区志愿者等方面的调

研成果和具体对策，街道党工委正紧锣密

鼓地研究实施，不断在推动工作中解决各

类问题，持续打造周家渡“美好生活先行

区”，切实提升周家渡街道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满意感。

《全面建设“美好周家渡”美好生活先
行区调研》子课题一览

一、“党建引领美、党员形象好”子课题

9个：《周家渡街道党建和社会治理智能化

建设调研》《周家渡街道党员教育管理和参

与社会治理情况调研》《周家渡街道党费和

党建工作经费管理使用情况调研》《周家渡

街道“两新”党组织党建情况调查》《周家渡

街道“双报到”党员服务社区调研》《周家渡

街道社区廉政文化建设情况调研》《周家渡

街道社区工作者管理现状与实践思考》《周

家渡街道“两非一无”企业工会情况调研》

《周家渡街道“外来媳妇”群体情况调研》

二、“幸福生活美、宜居宜业好”子课题

3个：《周家渡街道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及供

给调研》《周家渡街道社区家庭医生服务

现状调研》《“美好周家渡”青年创业现状

与服务需求调研》

三、“平安祥和美、民主治理好”子课

题5个：《周家渡街道当前基层信访工作

问题及对策思考》《周家渡街道规范有序

城市运行综合管理工作思考》《周家渡街

道“1＋2＋X”网格化公共法律服务模式

调研》《周家渡街道社区自治工作情况调

研》《周家渡街道社会组织现状与发展需

求调研》

四、“自然环境美、美丽家园好”子课

题2个：《周家渡街道“缤纷社区”空间更

新行动计划》《周家渡街道“美丽家园”小

区建设行动计划》

五、“文化自信美、人文精神好”子课

题2个：《周家渡街道群众文化团队建设

与发展浅析》《周家渡街道社区志愿服务

工作现状及前景分析》

（供稿：周家渡街道办事处）

深入调研出实招 全力建设“美好周家渡”
周家渡街道开展课题调研破解精细化管理难题

本报讯（记者 任姝玮）日前，由致

公党上海市委主办，致公党浦东新区区

委和上海张江集团联合承办的“致力为

公 侨海报国”第九届致公张江论坛暨第

三届海外侨团合作论坛在浦东张江举

办。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

主席、致公党上海市委主委张恩迪出席

论坛并讲话。

本届论坛以“致力为公 侨海报国 纪

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主题，旨在与各合

作单位、广大侨界朋友共同回顾中国改革

开放40年来的伟大成就，探讨新时代新使

命新担当，为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贡献力

量。张恩迪表示，希望致公党全市各级组

织和广大致公党员要充分发挥“侨”“海”

特色，与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携手

共进，凝侨心、聚侨力、汇侨智，助力“一带

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为全面开

放新格局和新时代对外开放做出新的贡

献。特别是要积极发挥“侨”“海”力量，宣

传好服务好即将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上

海。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中科院院士龚

新高，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德国

恒乐律师事务所上海首席代表涂长风，

张江科创有限公司总经理余洪亮，分别

进行了精彩的演讲。来自南非、意大利、

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侨界和社团

人士以及学界、企业界嘉宾等近 200人

还在3个分论坛上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

论。会上，致公党浦东区委和上海张江

集团以论坛为契机，在开幕式上进行了

合作共建续签仪式。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金

梅和上海张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袁

涛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向论坛的成功

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上海立体打击内河船舶非法海运

进博会最大展品“金牛座”抵沪

交通水务保障措施积极落实

心梗患者生还 浦东AED立新功

新区红会“多管齐下”保障进博会

致力为公 侨海报国

致公张江论坛
在浦东举办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郑倩）

昨天，上海金融法院举行诉调对接中心成

立仪式，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

行业协会、调解组织5家单位签署《诉调对

接工作协议》，实现金融领域纠纷诉调对

接全覆盖。此举是上海金融法院服务保

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最新举措，旨

在进一步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专业、便捷、高效、公正

的金融纠纷解决途径。

上海金融法院与上海市金融消费纠

纷调解中心、上海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证券、基金、期货业纠纷联合人民

调解委员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 5家单

位签署《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合作协议》（以

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规范了

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的领导机构，

明确了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和联络员来进

行日常的工作沟通、协调，确定了调解的

案件范围、调解员选任、合作调解方式、调

解的效力确认以及调解的期限、启动、终

止等具体操作流程。

此次《合作协议》的签署，实现了对银

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纠纷案件诉调对接

的全覆盖，为进一步打造融合调解、仲裁、

诉讼为一体的国际化金融纠纷解决网上

网下综合平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海金融法院院长赵红表示，上海

金融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

上海金融法院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

业等金融行业协会和调解组织的诉调对

接工作正式启动。此次签约，是各方对

既有良好合作关系的深化和拓展，也是

各方共商共建多元化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迈出的更为坚实的一步。上海金融法院

将与金融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专业调

解组织等单位共同打造一体化金融纠纷

多元化解决综合平台，合力化解金融纠

纷，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上海金融法院诉调对接中心成立

实现金融领域纠纷诉调对接全覆盖

设置在浦东的AED装置，已经帮助挽回了5人的生命。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