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DONG 浦东

E-mail:zhangyunchu@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 / 张匀初

美编 / 吴婷

2018.11.8

11

主动出击营造
“双创”
氛围

首届曹路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收官
■本报记者 章磊
11月3日，
2018年曹路镇
“智汇曹路 梦
创未来”
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
16 个
闯入决赛的创新创业项目角逐最终奖项。

现场路演一比高下
决赛舞台上，16 个项目分成创新类和
创业类两个组别现场路演。朝气蓬勃的创
业青年先后上台，结合 PPT 现场讲述，向
在场众多创新创业企业负责人、创业园区
负责人和镇域内的高校大学生等展示各自
的项目。

这是曹路镇首次举办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自今年 6 月启动以来，大赛吸引了镇
域内创业青年的积极参与，共收到 60 个报
名项目，涵盖了人工智能创新项目、文化创
意服务项目、互联网教育项目、现代农业项
目等。最终 16 个项目进入决赛。
经两个半小时的决赛，
“ 绿源建材”项
目获得了创新类组别的最高奖项“未来已
来投资价值奖”“
，信箱”项目则获得了创业
类组别的最高奖项。
其他项目也分别获得了明日翘楚优胜
奖、
巧夺天工创意奖、
我心飞扬青春奖等。据
悉，
凡入围决赛的创业项目，
曹路镇将予以奖
励扶持，
并定期跟踪，
促进项目孵化落地。

“四位一体”
推动双创
曹路镇镇域内有第二工业大学、立信
会计金融学院、杉达学院三所高校，
以及上
海交大金桥科技园、浦江智汇青创园、超煜
产业园三个创业平台园区，整体创新创业
氛围良好。
2017 年，曹路镇成立了青年创新创业
联席会议，政府、高校、园区、企业“四位一
体”推动创新创业。
在 2018 年大调研中，高校、企业及平
台园区均从不同角度对
“双创”工作提出了
更高期待。曹路镇党委、政府决定，拿出

100 万元专项经费，由镇团委作为推进主
体，
全力推动创新创业。
除了本次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今年 4
月，
“智汇曹路 梦创未来”青年创新创业思
享会启动，老、中、青三代创业大咖向镇域
内百名创业青年讲述创业历程；9 月，曹路
镇青年创新创业训练营开营，邀请业界专
家，
对青年进行系统的创业培训。

政府发挥催化剂作用
“绿源建材”项目团队负责人张凯说，
这次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给他们提供了一个
展示自己的机会，曹路镇政府的奖励扶持

合庆修缮古桥
打造美丽水乡

15 场大型活动 百余场社区比拼

2018 金杨文化艺术节闭幕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
磊 通讯员 丁燕融）11月1日，
一段激光音
乐秀《展翅高飞》拉开了 2018 年金杨新村
街道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社区优秀合唱团
队展的帷幕。
今年金杨文化艺术节于 5 月开幕，
历
时6个月。其间，
街道举办文化赛事、
展示
展览、
巡演交流等大型活动15场，
另有百余
场社区活动，
共吸引8000余名居民参与其
中。
当天闭幕式以
“放歌新时代 梦圆新家
园”
为主题。展演中，
在文化艺术节合唱大
赛中获得优胜的8支社区合唱团队一一上

场，
用歌声赞颂祖国，
歌唱美好社区生活，
不仅展现了金杨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氛
围，
更彰显了金杨人在建设美好家园过程
中的
“精、
气、
神”
。
“我们通过一系列居民喜闻乐见的文
化活动，
为社区居民搭建文化大舞台，
活跃
基层文化氛围，
更增强居民对金杨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
从而推动社区群众文化的进
一步发展。
”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
任殷珏娟说，
“我们也借此机会，
继续完善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更好地满足社区
居民的文化需求，
在引领社区文化新风尚
的同时，
助推
‘美好金杨’
建设加大步伐。
”

数百名居民参加
“健康走”
活动。

□徐网林 摄

一妇婴
“义诊+宣讲”进临港

康桥举办
“119”消防宣传健康走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11 月 4 日，
主题为
“党建引领、喜迎进博、服务社区”
的义诊科普宣讲活动在南汇新城镇党建
服务中心举行，来自上海市第一妇婴保
健院的专家组团进临港，现场为社区居
民提供咨询、医疗服务。
活动分为科普讲座、义诊咨询两个
部分。一妇婴保健院的专家用深入浅出
的语言，向居民们讲述了宫颈癌诊治预
防、膏方养生等方面的有关知识。义诊

本报讯 （记者 章磊）一片绿色中，
身
穿蓝色运动服、背着橙色背包的人群形成
了一条长龙……11 月 4 日，数百人聚集在
康桥生态园沔西绿地，
参与
“走出安康、走
出快乐、走出精彩”2018 浦东新区健康走
系列赛康桥站活动。
简单的启动仪式后，
参赛者跟着健身
教练热了身，
随后便在发号枪响后走上了
赛道。约 4.6 公里的赛道，全部设置在绿
意盎然的生态园里。参赛者们在绿色环
绕、清新怡人的环境中结伴而行、锻炼身
体。

现场，儿科、妇科、产科、宫颈科、乳腺科、
辅助生殖科、生殖免疫科、中西医结合的
近 20 名专家、医护人员，为临港居民提
供医疗咨询和医疗服务。
临港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活动结合“喜迎进博”部署，服务社区和
广大群众。除了引进优质医疗资源外，
南汇新城镇以党建为引领，依托辖区资
源，目前已形成优质医疗服务进社区常
态化。

川沙补
“短板”改善市容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徐玲 通讯员 韩大
方）对照市民满意度测评标准，近阶段川
沙新镇自我加压补“短板”，交出了一份
让市民满意的市容环境卫生答卷。
以进博会环境综合整治为契机，川
沙整治了华夏路两侧 400 余处高空易坠
落广告、破损店招店牌，清除了屋顶堆物
和镇域交界处的地面堆土和暴露垃圾，
超额、提前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同
时，
相继建成南桥路、德川路、川沙路、东
城壕路等一批街角景观、口袋公园，明显
改善了市容环境。
上月，川沙新镇召开“迎接 2018 年
上海市市民满意度测评暨进博会市容环
境保障工作动员部署会”，分析研究川沙
的市容环境卫生状况，进一步明确了部
门管理职责。运用典型案例对整治乱招
贴、乱悬挂、乱设摊、乱停放、乱堆物等
“五乱”顽症作出全面部署。
为加大市容环境卫生检查和整改的

力度，川沙新镇还建立 3 个督查小组，每
天穿梭于主要道路、背街小巷、居民小
区、城乡结合部和村宅，
认真检查。新镇
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检查中发现的 388 个
点位问题，按道路周边、居住区、交通集
散地、集市、建筑物、医院周边、绿地环境
和公厕管理等 8 个方面，归类整理为第
一批
“负面清单”，下发至责任单位，
要求
限时整改。截至 10 月底，所有点位均已
整改完毕。第二批
“负面清单”数量有所
下降，正在督办整改中。
同时，川沙新镇组建了
“市政市容微
信工作群”，每天公布社区、部门市容环
境卫生治理状况，形成倒逼机制。居住
区、农贸市场、工地、背街小巷、水域环
境、城市道路、绿化、环卫设施等 14 类市
民高度关注的市容环境卫生整治提升项
目，也于 10 月底通过微信推送，请公众
参与评选，市民对市容环境卫生的关注
度和知晓度有了进一步提升。

老港提出两个 80%创建目标
促使“美丽庭院”
全覆盖
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沈 馨 艺 记 者
章磊）垃圾清、杂物清、庭院清、残桓断壁
清、村沟宅河清……三天内，老港镇各村
完 成 了 村 内 组 队 80% 以 上 庭 院 清 理 工
作。日前，老港镇召开美丽庭院阶段性
推进工作会，老港将全民动员，联动多方
资源，争取 30 日内完成村内 80%以上家
庭达标成为星级户。
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老港先后打
造了大河村、建港村等试点庭院，逐步建
成了“三美”
（生态美、风貌美、新风美）庭
院。
“此次提出两个 80%目标，也是为了高
效推进老港‘美丽庭院’的全覆盖，从而
提升镇整体环境面貌。”她说。

两个工作目标提出后，老港由各村
小组长、党代表、村民代表负责带头，分
组包干开展第一轮清理庭院整治工作。
镇领导班子、
“ 美丽庭院”建设领导小组
成 员 分 别 挂 钩 各 村 ，进 行 实 地 监 督 指
导。
“ 宅前屋后的清理工作是最基础的，
但村宅弄堂、村沟两旁的清理工作也要
及时跟上。”镇党委书记徐纪明说。
“面对下一个 80%目标，除了发动全
体村民积极参与外，我们还将引导年轻
力量结对各村各户，协助开展工作，确保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建成村民满意
的‘美丽庭院’。”老港镇相关工作人员
说。

有助于项目的进一步孵化、发展。
不少在曹路创业成功的青年代表也到
现场为追求创业梦想的人加油鼓劲。上海
善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马云就毕业
于第二工业大学。他的公司诞生于曹路，
经过 4 年发展，
已拥有了较大规模的线上旧
衣物综合处理平台，
目前正依托居村
“家门
口”
服务站，
突破线下衣物回收渠道瓶颈。
“年轻人创业不容易，
政府应该帮助他
们一把。”曹路镇党委书记吕东胜说，镇域
内的高校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也
要主动出击，推动青年创新创业机制的建
立，
发挥催化剂的作用，
营造更浓郁的创新
创业氛围。

赛程中，主办方还设置了 5 个打卡
点，结合“119”消防宣传月的要求，安排各
种消防、安全知识问答，让参赛者在运动
的同时开动脑筋，
学习消防知识。
赛场的一边，
主办方还设置了专门的
消防安全宣传摊位，并准备了 3 套消防
服，
供群众体验。
康桥镇相关领导表示，
将健康走系列
赛与“119”消防宣传月活动结合在一起，
旨在鼓励更多居民走出家门，
参与体育健
身活动，同时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
能，
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北蔡镇举办消防实战演练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大楼中厅位
后在安全区域集合。
置突然发生火情，浓烟四起，监控室发现
此后，水枪出水实战演练模拟在二
火情后，当即下达全中心疏散命令，大楼
楼一个教室出现火情后，物业人员接到
内警铃响起……这是近日北蔡镇在镇文
指 令 马 上 进 行 水 枪 强 攻 ，扼 制 火 势 蔓
化服务中心举行的“迎进博 保平安”消
延。灭火演练中，中心员工、物业人员、
防实战演练活动中的一幕。
进驻单位人员等共计 60 余人熟练使用灭
整个实战演练分为疏散逃生、水枪
火器材扑灭火情。
出水、灭火演练三个部分。其中疏散逃
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战演练在落实
生演练模拟大楼中厅位置突然发生火 “喜迎进博会，聚力保平安”专项行动的
情，在接到疏散命令后，各小组按火灾应
同时，也为北蔡镇文化服务中心职工及
急预案展开疏散。文化中心内所有人员
政府相关部门人员上了一场安全防灾处
听到逃生讯号后，每人用毛巾捂住口鼻、 灾课，提高了其面对突发灾害时的安全
弯腰，有组织、按规定路线有序疏散，最
防范及逃生能力。

高桥提升微型消防站综合水平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华玲
玲）日前，高桥镇举办了“进博杯”微型消
防站比武竞赛活动，强化社会层面的火
灾防控能力。
这次竞赛共有 18 家单位参与，分“原
地着战斗服携灭火器灭火操”和“墙式消
火栓二带一枪操”两个项目。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烈角逐，
巴斯夫

新材料、高化海滨油库、东方储罐分别获
得团体第一、第二、第三名，
来自巴斯夫公
司的王虎盼夺得了个人项目第一名。
高桥镇政府相关领导表示，举办微
型消防站比武竞赛活动，有助于强化镇
里社会层面的火灾防控能力，提升镇域
内企业和社区微型消防站队员的综合业
务水平，
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唐镇
“周五学堂”第一课开讲
本报讯 （记者 陈烁）11 月 2 日，唐镇
新招录的一批社工聚集在一起，聆听浦东
党校讲师解读十九大精神。这是唐镇“周
五学堂”的第一课，之后，这些社工还将接
受系列课程培训，
以更好地适应新工作。
记者了解到，为了提高新招录社区工
作者的实践水平，加强社工队伍的综合素
质，唐镇开展“周五学堂”，针对新招录社
工进行系列课程培训。

“周五学堂”采用内部教学及外部教
学相结合的方式，内部教学请各科室负责
人结合业务授课，外部教学由新区人社局
推荐专业机构授课。学堂从 11 月 2 日起，
每周五下午上课，
共 10 课时。
唐镇党委副书记康叶红介绍，镇党委
安排的这次集中培训，一是帮助大家尽快
融入唐镇，二是帮助大家提升业务技能，
另外也是帮助大家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朱
惠丽）清清河道，碧波荡漾，宅前屋后
绿树成荫，庭院之内鲜花争艳……合
庆镇东风村在“美丽庭院”创建过程
中，两座古桥得到保护修缮，更加凸
显出当地
“江南水乡”特色。
横跨于沈沙港上的“公济第八四
福大桥”，是浦东新区历史文物保护
点，被列为“近现代重要的历史文化
遗产”。民国时期，合庆地区十多位
乡绅组织的慈善会“公济会”筹款集
资建造了这座桥。
大桥于 1934 年落成，是一座全长
133 米、宽 1.34 米，配有石柱铁栏杆的
长石桥。借着“美丽庭院”创建工作，
大桥再次得到修缮，加装了栏杆，加
建了石驳岸，消除了安全隐患，古桥
再次容光焕发。
位于东风村第二村民小组的
“聚龙
桥”也是一座拥有百余年历史的古石
桥，
同样是浦东新区历史文物保护点。
据悉，中小河道整治期间，这座
“藏于深闺”
的古桥被人发现。合庆镇
政府、
东风村村委会都相当重视，
及时
上报了浦东新区文物部门，并对其进
行了保护修缮。

航头职工赛才艺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日前，一
年一度的航头镇“鹤之艺”职工才艺大
比拼拉开帷幕，来自航头各企业和居
村的职工、居民登上舞台，
各显才华。
舞蹈《蝶恋花》、笛子独奏《歌儿献
给 解 放 军》、男 女 声 对 唱《爱 的 华 尔
兹》……今年，由各基层工会推送的节
目内容丰富，涵盖独唱、对唱、合唱、舞
蹈、朗诵、快板、笛子独奏、沪剧等。与
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特别将企业组和
居村组分开竞赛。
据了解，航头镇“鹤之艺”职工才
艺大比拼已成功举办六届。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才艺大比拼为职工提供展
示风采的舞台，旨在大力发展具有时
代特征和工会特色的先进文化，丰富
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提高职工的健康
素质。

浦兴独居老人
集体庆生
本报讯 （记者 徐玲）日前，浦兴
路街道将 40 多个居委的独居老人集
中起来一同庆生，老人们一起欣赏文
艺演出，享用了美味的生日蛋糕，过了
一个特别热闹的集体生日。
这些独居老人都是街道的重点关
爱对象，在浦兴社区基金会的资助下，
街道将这些老人邀请到刚刚竣工的钱
桥养老院。街道独居老人关爱工作项
目组组长杨一明表示，
现在居家、
社区、
机构的养老服务模式逐渐为居民熟悉，
每位老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适合的养老方式。
“不管是在家里，
还是在养老院，
老人都会享受到越来越
完善的配套服务。就像这次集体生日
会，
居家的老人也能有机会一同体验集
体生活的乐趣。
”
杨一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