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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志愿者日浦东举行志愿故事分享会

为浦东发展贡献志愿力量
本 报 讯 （记 者 蔡 丽 萍）昨 日
是第 33 个国际志愿者日，一场“我和
志愿有个约会”talk 分享会在浦东举
行。区文明办、区志愿者协会邀请
了 4 位来自不同行业、领域、年龄的
志愿者、志愿组织者，讲述他们与志
愿服务的故事，分享他们的感受体
会。
一首浦东志愿者之歌拉开了分
享会的
“序幕”
，
来自曹路镇志愿服务
中心的王迎春通过一组组照片展示，
分享了志愿服务过程中的几个故事，
社区居民马丽玲主动教居民时装表
演，
在马丽玲的带领下还成立了曹路
第一支由社区家庭女性组成的时装
表演团队
“旖旎时装表演艺术团”
；
曹
路镇开心家园团队从一个罹患重症

的女性志愿团队，成长为“曹路爱心
有约公益服务中心”
社会组织。王迎
春说：
“作为一名志愿组织者，
需要发
现更多优秀志愿者，培育更多项目，
用志愿服务温暖这座城市。
”
来自六三公益的于晨讲述了自
己参与志愿服务的经历，从做汶川
地震志愿者开始，于晨体会到生命
如此珍贵，并成为了六三公益的发
起人。活动从最初单一的义卖，逐
步发展到捐衣捐书、跳蚤集市、才艺
展示、敬老助残等项目。越来越多
观念一致的人被吸引过来，成为志
愿者团队成员，为公益助力。
一段视频娓娓道来塘桥街道志
愿者张俊智的支教之路，2012 年在
看到支教公益广告后，张俊智心中

埋藏的支教梦被点燃，他顶着家人
的压力开始了一年半的支教。回到
上海后，他利用所有的假期和调休
回到山区，带动更多人参与到教育
公益事业中，陆续为 70 多名贫困孩
子募集到爱心助学款，设立了奖学
金，
公益项目惠及学生 6600 多人。
来自联劝公益基金会的邓格格
分享了自己的志愿服务经历和感
悟，她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不同的公
益组织对接更多资源，让项目更好
地运转。因为深深被志愿者、志愿
组织的精神所打动，邓格格从一名
仅热衷于志愿服务的姑娘变成了专
业的公益人，希望用更专业的视角
去协助公益人更好地发展。
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参

加分享会的既有志愿者，也有志愿
服务组织负责人，希望通过他们分
享的志愿服务经历、体会，带动更多
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去，为浦东发
展贡献志愿力量。
活动现场，2018 年度浦东新区
“爱在家门口”志愿服务优秀项目获
颁奖，新命名的 6 家区级志愿服务
基地揭牌，浦东志愿文化宣传片也
同时发布。昨天，作为浦东国际志
愿者主题活动之一的“七彩之心”志
愿服务文化集市活动同时举行，浦
东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团队参与义
卖、志愿服务展示等活动。各街镇
也在近期陆续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包括文化展示、表彰宣传、便民
服务、能力建设等多方面内容。

一中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一审行政案件
姬兆亮出庭应诉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天翔）12 月
4 日，
正值第五个
“国家宪法日”
，
常务
副区长姬兆亮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
到上海一中院出庭应诉，
参与一起政
府信息公开一审行政案件的庭审并
陈述意见。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是
践行宪法精神、
促进依法行政的重要
举措，
有利于有效解决过去长期存在
的
“告官不见官”
问题。
原 告 姚 某 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
向浦东新区政府申请政府信息公
开，要求获取农村集体资产的清产

核资结果情况，浦东新区政府经审
查后认为不属于本机关职责权限
范围，并建议其向某镇政府咨询。
姚某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市政府经审查后作出维持的
行政复议决定。姚某不服，诉至上
海一中院，请求撤销浦东新区政府
作出的告知行为和市政府作出的
复议决定。
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针对
案件所涉及的争议焦点陈述了相关
诉讼意见，并进行了举证和质证。

浦东新区政府分别从作出告知行为
的职权依据、执法程序、认定事实和
适用法律等方面进行举证答辩，姬
兆亮对原告姚某的诉讼意见进行了
针对性回应，同时指出原告所要求
获取的信息实质系村务公开事项，
释明了村务公开的相关工作流程，
告知原告查询该信息的途径，并表
示欢迎社会群众对村务公开工作进
行 监 督 ，依 法 行 使 知 情 权 与 监 督
权。市政府就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的合法性也进行了答辩。庭审持续

1 小时左右，各方围绕争议焦点充分
发表了意见。
据悉，上海一中院持续推进行
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不断
提高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的数量、
质量、层次和效果。尤其重点推进
行政机关的正副职负责人、分管法
制和业务工作的调研员、巡视员等
具有一定职级的人员出庭，发挥负
责人出庭应诉对增强法治意识、促
进依法行政以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
议的积极效应。

“文化星期三”活动走进上海中心
本报讯 （记者 曹之光）昨天中午，首
期“文化星期三”陆家嘴文化漫步系列活动
在上海中心 22 层的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
务中心举行。上海如意越剧团带来《越·妆
词》导赏活动，吸引 20 多名白领利用午休
时间了解戏曲文化知识。未来的每周三中
午，新区文化职能部门在 2018 浦东文采会
上采购到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都将准时
配送到上海中心。
“越剧起源于哪里？”
“有哪些著名的剧
目？”
“ 哪部是中国最早的越剧电影？”活动
中，如意越剧团团长童丽君结合图文与实
物，
介绍越剧的历史、
风格、
服饰。一款美丽
的蓝色头饰，吸引了白领的目光，并争相传
阅。童丽君表示，头饰的制作工艺被称为
“点翠”
，
过去由翠鸟的羽毛制成。而随着动
物保护观念的深入人心，
如今已被各种替代
工艺所取代，
从而保存珍贵的戏曲文化。
活动开始前，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
中心党总支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
签约共建。未来的每个周三，指导中心都
将把浦东文采会的“文化福利”，送到上海
中心的白领身边。截至明年 2 月的活动已
全部排定，包括茶道、化妆、编织、花艺、中
国画等培训与鉴赏活动。

如意越剧团的《越·妆词》导赏活动，
吸引了不少白领。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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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导与白玉兰奖项
获得者共话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洪浣宁）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
浦东开发开放 28 周年，许多外籍人士投身浦东这片热土，和浦
东共同成长。昨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翁祖亮，市政府副秘书
长、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姬兆亮，副
区长王华，和部分由浦东申报的上海市白玉兰奖项获得者欢聚
一堂，
共叙友谊、共话发展。
浦东开发开放 28 年来，从一片农田发展成为一座功能集
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经济总量占上海近 1/
3。今年，一系列重要经济指标将跨越整数关口，实现新的跃
升，GDP 将突破 1 万亿元，财政总收入将突破 4000 亿元。杭迎
伟在致辞中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各位生活工作在浦东的上海市
白玉兰奖项获得者表示诚挚感谢，他说，浦东开发开放的成就
凝聚着大家的贡献，也离不开家属们的理解、支持和付出。杭
迎伟表示，当前，浦东全区上下正在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上海
三项新的改革开放重大任务，浦东真诚希望各位白玉兰奖项获
得者和浦东共成长，希望大家所在的企业和区域经济增长共成
长，
实现双赢共赢。
此次参加活动的外籍人士是 2016-2018 年浦东申报的部
分上海市白玉兰奖项获得者，他们不仅积极支持参与浦东开
发开放，还主动帮助浦东拓展对外合作“朋友圈”，让全世界
更多企业家、投资人和创业者来浦东共同发展，包括 2018 年
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获得者、再鼎医药（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杜莹，2016 年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
丸红株式会社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总代表平泽顺，2016 年上
海市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科德宝集团亚洲区代表许倍帝，
2017 年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日本别府大学文学部名
誉教授荒金信治，2017 年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卡尔
蔡司大中华区总裁福斯特，2017 年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获得
者、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迈克尔，2018 年上
海市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森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西松江英。

翁祖亮分别会见
英美企业高管
本报讯 （记者 洪浣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翁祖亮昨天在
新区办公中心会见英国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迈克·威尔斯和通
用电气公司（GE）全球高级副总裁、GE 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段小缨一行。
翁祖亮在向客人介绍浦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说，浦东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承载着上海自贸区和全球科创
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当前，浦东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进
博会的溢出效应正在显现，跨国公司在浦东集聚的态势明显，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业的创新型企业集聚，这
些都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同时，浦东还在推进
张江、临港“双区联动”，打造“南北创新走廊”，并积极在高端
制造、智能制造等产业领域进行布局。翁祖亮说，服务好企业
是政府的天职，浦东将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营造更
好的营商环境，并本着“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态度，当好“店
小二”，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加强与企业的互动沟通，同时
用好“找茬”机制，积极听取企业的意见建议，帮助企业在浦东
发展壮大。
迈克·威尔斯说，上海是他非常喜爱的城市，在这里有非常
多的投资机会，许多产业有很好的成长性，与政府部门的合作
也一直非常愉快，希望今后能把更多的客户、技术和产品引入
中国。1848 年，英国保诚集团在伦敦设立，作为一家国际性金
融服务集团，其业务范围遍及亚洲、英国、美国和非洲等地，集
团服务的全球客户已经超过 2600 万，旗下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
8700 亿美元。2000 年，保诚集团作为第一家英国寿险公司进入
中国大陆市场，目前在中国与中国中信集团设有合资的中信保
诚人寿保险公司。
段小缨说，中国是 GE 除美国本土之外最大的单一国家市
场，GE 中国在业务板块上聚焦航空、发电和可再生能源三大
领域，正在抓住中国新一轮的市场机遇，与中国经济和中国合
作伙伴共同成长。GE 是世界上最大的多元化企业之一，业务
包括从医疗设备、飞机发动机、发电设备到金融服务。GE 在
全球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2018 年全球 500 强排名第
41 位。
副区长王华会见保诚集团高管时在座。

青橙要深耕“智能+”走向全世界
（上接 1 版）
2012 年，王迅又创立自有品牌
青橙手机。从第一代定制手机开
始，青橙在 2015 年推出户外运动手
机，2017 年推出 VOGA V 激光投影
手机。今年 9 月 19 日，又推出配置
更高、性能更好的 VOGA2 代手机。
“这是全球第一家厚度小于 10
毫米的投影手机。”王迅自豪地说，
并为记者展示了青橙 VOGA2 激光
投影手机的“酷炫”：打开投影功能，
把手机对准墙面，立刻就像打开了
一台投影仪，手机上的内容被放大
后清晰地投影在墙面上，在手机上
打开一个视频，就可以在墙面上像
看电影一样观看。
“因为是在手机上一体化的投
影，不用再带着投影仪，所以激光投
影手机可以方便地用于商务展示、

娱乐、家庭休闲等‘轻应用’。”王迅
介绍。
“4G 时代和未来的 5G 时代，影
像的应用越来越多，物联网的发展
也会有很大空间，每个人会携带或
拥有几十个终端，包括智能穿戴、智
能家居等，所以我们的重点在‘智
能+’产品，希望为用户提供更加智
能化、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而不是
让人变得更加懒惰。另外就是针对
政企用户，做智慧应用系统解决方
案，比如智慧园区、智慧社区、智慧
医疗、智慧教育等，给行业赋能，让
工作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王迅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
进一步点燃了王迅
的热情。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
多企业参与的、
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座
谈会，
说明党中央对民营企业非常关

心，民营企业很受鼓舞。”王迅说，总
书记提出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
我们自己人”，这对民营企业是莫大
的肯定。
而且，从中央各部委到市、区，
都对民营企业给予关心支持，出台
了很多扶持政策。
“ 比如，针对民营
企业今年比较突出的融资问题，央
行要求各大金融机构按照比例支持
民营企业，直接给了硬性要求，并提
出未来三年金融机构 50%以上的资
金要流向民营企业。再加上其他部
委、地方政府的减税减费等政策，给
民营企业营造了非常好的市场环
境。”王迅说，
这是非常实在的支持。
所以，虽然现在已有了长足发
展，比如，包含 ODM 代工的手机，锐
嘉科一年手机出货量已有 1000 多万
台，
但王迅还谋划着青橙手机的更多

创新突破，
以及智慧应用系统的更多
探索。
“青橙手机现在做了 6 年，未来
还要做60年，
乃至更长时间。我们的
智慧应用系统也会覆盖到更大范围，
惠及更多行业。
”
王迅说，
“希望未来能
代表浦东、代表上海、代表中国走向
全世界。
”

浦东商业新地标
即将揭开面纱
（上接 1 版）
据介绍，
总面积6600平方米的百丽宫影城陆家嘴中心店是香
港百老汇院线在沪打造的第9家高端影院，
配备9个全数码激光影
厅，其中 LUXE Laser（激光 LUXE 巨幕厅）搭配杜比全景声的配
置，
让每个位置都是最佳座位。目前，
百丽宫影城陆家嘴中心店已
装修结束，
正静候客户的到来。子福慧·乾浦东首店、
上海本帮菜
蘭心餐厅、
鹿园等一批人气餐厅也将在12月23日开业。
12 月 23 日启幕当天，
陆家嘴中心 L+Mall 还将推出一系列活
动，包括看得见心跳的圣诞树全国首开、风靡全球的圣诞潮趴
SANTACON PARTY首次来沪以及正经动物园首次开园等。
在上海今年计划开业的近 30 个购物中心项目中，陆家嘴中
心 L+MALL 是唯一一个位于核心 CBD 区域的项目。未来，该
购物中心有望成为浦东乃至上海的商业新标杆，助力小陆家嘴
商圈打造成上海国际高端品牌最全、销售额最高、融商务、旅
游、购物于一体的世界知名商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