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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张治平遗失出租汽车驾驶员电

子准营证，证号：282996，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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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图书馆联手钟书阁推出全新图书借阅方式

读 者 可 通 过 咨 询 电 话

021-38829588、登录浦东图书

馆 网 站 http://www.pdlib.com，

或者关注“浦东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

浦东图书馆为提高服务质量、方便

读者借阅图书，联合钟书阁在其上海部

分门店开展“你选书、我买单”活动，欢迎

读者参与。

活动时间：10月1日-31日
参与方式：在浦东图书馆办理有效

的上海市“一卡通”浦东图书馆借阅证的

读者，可到以下书店，选择想阅览的图

书，出示“一卡通”即可免费借阅。

友情提醒：◆每名读者所借图书单

本定价不超过 100元。◆每名读者总借

阅册次不超过 5册。◆每册图书借阅期

限为 28天。逾期归还，需缴纳逾期费每

日每册 0.2 元。◆不能借阅工具书、教

材、试卷类教辅书、字帖等相关图书。◆
读者归还图书时，请归还到借阅图书的

书店，即哪里借哪里还。◆读者借阅图

书时，店员须办理好相关借阅手续。◆
读者所借阅的图书若污损或者丢失，须

按图书原价进行赔付，由书店店员进行

相关操作。

活动咨询电话：13585724521

名 称
江苏大众书局文化有限公司（大众书局）
江苏大众书局文化有限公司（大众书局）

上海书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大隐湖畔书局）
上海书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大隐湖畔书局）

钟书阁松江泰晤士小镇店
钟书阁松江平高店

钟书阁闵行店
钟书阁静安店
钟书阁徐汇店

钟书阁大融城店
钟书阁嘉定店

地 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168号世博源F1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9928号禹洲商业广场F2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申港大道1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沈梅东路800号
松江区三新北路900弄930号

松江区中山中路71号平高世贸中心2楼
闵行区沪闵路269号香樟时尚广场3楼
静安区南京西路1601号芮欧百货4楼
徐汇区龙华中路759号绿地缤纷城1楼

上海市静安区沪太路1111弄大融城1楼L135
上海市嘉定区博乐路70号现厂创业园C栋一层116-119号

联系电话
50988818
58006818
20962131
68116851
67661899
57712661
54704550
52668596
54356786
66615329
59185376

本报讯（记者 章磊）“请把市民高频

诉求和问题多发区域的前三位调取到大屏

幕上，把‘退单’次数较多的工单和市民不

满意工单调取到大屏幕上。”10月 8日，高

行镇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暨“担当作为”现场学习会，镇党委、政府负

责人和各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城

运中心会诊“12345”工单办理流程问题，借

此提升城运管理精细度。

“12345”市民服务热线是服务市民群

众的“总客服”。虽然高行镇城运绩效和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办理绩效名列前茅，

但仍有高频次诉求和不满意工单及重复投

诉件，有的工单办理还不尽如人意，主要涉

及垃圾清运、油烟污染、噪音扰民、群租顽

疾、物业安保等问题。

哪些部门、单位实际解决率低？群众

满意率低？现场会上，一张张“12345”工单

解决情况排名表，通过大屏幕呈现在各职

能部门、基层干部的眼前。

把脉会诊“病灶”才能开准“处方”。

面对办理不佳工单和不满意工单，大家

一起分析薄弱环节、查找问题原因，既对

症下药、有一办一，又研究机制、举一反

三。

有两件不满意工单，都是居民反映楼

下餐馆和烧烤店油烟扰民。经查，情况属

实，有的未定期清洁净化设施，有的则是环

保设施不到位。相关部门虽责令餐馆、烧

烤店整改，但油烟扰民问题依旧，并未实际

解决，缺少长效措施。这反映出个别部门

没有盯住解决问题，甚至职责缺位、治理缺

效、落实缺担当。

另有两件不满意工单，反映的是群租

整治。相关部门整治后又回潮，有的整治

不彻底、问题隐患依旧，同时缺少持续整治

及源头防控措施，甚至是“投诉—整治—回

潮—投诉”，如此反复，反映出职能部门缺

少系统治理、较真精神、务实作风。

现场会上，各分管领导面对问题现场

提问题。作为全区“城市大脑”智慧化治理

2.0试点，高行建立了一批智能模块和应用

场景，着力提高实时感知发现问题、快速有

效处置问题能力，推进智管众管、精准精

细。

高行镇党委书记张文军指出，“主题教

育既要解决好党员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

又要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难题。‘12345’服务热线反映的都是群众身

边的问题，多为细碎小事，却关乎民心。主

题教育现场会开到问题汇集的第一线，就

是要奔着问题去、盯紧问题改，通过一个诉

求解决一类问题、一个案例带动一片治理，

切实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真正做

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会后，高行镇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表示，

要在主题教育中，对标检视差距、对表整改

落实，深化自治共治，将“针尖”对准顽症痼

疾、将“针脚”走得更密，绣出美好环境、绚

烂生活图景。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日前，南汇

新城镇妇联启动“百万家庭美丽行，垃圾

分类新时尚”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引

导、发动 16 个居委的千余居民共同参

与。

活动期间，来自玲珑中心的讲师受

邀为居民宣讲垃圾分类知识，通过垃圾

分分乐游戏及线上垃圾分类答题等形

式，吸引居民参与互动。

南汇新城镇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广泛开展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提升

临港新片区居民的文明程度，这也是低

碳生活等现代化生活理念的体现，发动

更多人为临港新片区建设生态之城作出

贡献。

接下来，南汇新城镇妇联将通过垃

圾分类知识宣传主题实践活动，让居民

更深刻地了解如何垃圾分类，带动更多

家庭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10月 8日，

电影《失孤》中主人公雷泽宽的原形郭

刚堂来到惠南镇市民家园，讲述他的寻

亲故事。这是浦东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举办的“抗战故事进家门，博爱无垠洒

人间”巡回报告活动的第一站。

郭刚堂是山东省聊城市天涯寻亲

志愿者协会会长。当年，郭刚堂年仅两

岁半的儿子被拐，他踏上寻子之路，并

在寻亲过程中创办了天涯寻亲网、天涯

寻亲志愿者协会，帮助很多家庭寻找离

散的亲人。郭刚堂还分享了自己家的

“红色故事”，郭刚堂的伯父，曾是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士，儿时伯父

经常为他讲述战斗故事，先辈们顽强、

大无畏的精神深深植根在他的脑海里。

今年 6月，郭刚堂受聘成为浦东新

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天

涯寻亲志愿者协会成为浦东新四军历

史研究会的又一个“传承红色基因联系

点”。近年来，研究会创新“传承红色基

因联系点+”模式，在全国各地建立联系

点，以点引领，以点辐射，以点渗透，传

承与弘扬红色文化。目前已经建有“联

系点”25个。

“此次邀请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会

长参与巡回报告会活动，将传承红色基

因与吸引更多民众关注并参与助力寻

亲的主题融合在一起。”浦东新区新四

军历史研究会会长顾国平介绍，接下

来，巡回报告会还将走进航头镇、新场

镇、大团镇、川沙新镇等。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不用在家

做饭也能享用到可口的饭菜，约上三五

好友可以一起下棋、打牌、锻炼，“带娃”

的时候也能来到亲子乐园放松一会

儿。近日，书院镇路南村“综合为老服

务家园”启用，路南村及周边的老年村

民有了一个乐享晚年的新去处。

路南村“综合为老服务家园”比邻

路南村委会，面积400多平方米，园内设

有接待大厅、日托中心、棋弈室、心理咨

询室、手工坊、阅读室等十余个功能活

动室，集成日托、助餐、康复、娱乐、医养

结合等功能，为老人提供富有个性化、

多元化的社区照顾服务。

路南村“综合为老服务家园”是书

院镇 2019年政府实事工程之一。书院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通过委托第三

方运营管理的模式，借力社会专业力

量，实现将标准化、精细化、专业化的养

老服务真正送到农村老人家门口。据

悉，路南村“综合为老服务家园”是区域

内的首家试点，下一步，“综合为老服务

家园”有望在更多居村铺开，相关功能

服务也将更加完善。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昨天，浦东

本土作家顾亚华创作的大型沪剧剧本

《荒岛夫妻哨》分享会在康桥举行，一批

沪上文学、戏剧、曲艺界的名家到场点

评。集“文华”“梅花”“白玉兰”于一身的

“三奖艺术家”，宝山沪剧团团长华雯表

示：“愿把本剧搬上舞台。”

《荒岛夫妻哨》以王继才、王仕花夫妇

守岛卫国32年事迹为蓝本。国庆前夕，江

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王继

才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顾亚华今年81岁，18岁就开始文学

创作。沪剧，是顾亚华自幼喜爱的文艺样

式。去年夏天，他从报刊上阅读到王继才

夫妇的先进事迹，便产生了要将其搬上舞

台的念头。去年10月，他完成了剧本初

稿，今年1月正式定稿。顾亚华以情感为

主线，将王继才守岛32年的真实故事，串

联整合入2个小时的舞台表演情节中，并

突出观赏性与戏剧性，如在“仕花哭坟”一

场中，将《梁祝》《红楼梦》中传统的“单人

哭”，变成“双人哭”。而在表演艺术的打

磨中，注重雅俗共赏，唱词文采、说白通

俗，让“咸萝卜、咸白菜，吃不厌的老酒菜”

成为王继才的口头禅。

“我们出版人对每一位敢于‘挑战’

主旋律题材的作者，都是十分钦佩的。”

负责本书出版的文汇出版社编审熊勇介

绍，主旋律作品多为委约创作的“命题作

文”，一般由主管部门提供素材，安排采

访，有比较长的创作周期。而顾亚华不

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该剧本显得更加

难能可贵。

“在主演沪剧现代戏《挑山女人》后，

我收到了很多表现英模人物事迹的剧

本。但极少有作品像《荒岛夫妻哨》一

样，能让我第一时间从头至尾读完，并被

深深打动。”华雯表示，传承与创新，是传

统艺术发展的两条腿；关注当下，对时事

有敏锐度，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顾

亚华就具备了这样的品质。描写英模人

物最忌“高、大、全”，顾亚华笔下的王继

才体现出“强而不硬，柔而不软”的人物

品质，体现出真实性与戏剧性。她同时

坦言，沪剧剧本问世后，离真正登上舞台

还有距离，“但是顾老师已成功迈出了最

艰难的第一步。”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丽宏为本书出

版写了贺词，他表示：“这是大时代中的小

故事，是汹涌时代大潮中的几簇浪花，这

样的小故事和小浪花，折射的是时代的精

神，是人间的真善美。用沪剧表现当代生

活，上海的读者和观众觉得亲切，外地读

者也会感到新鲜。祝贺顾亚华先生。”

本报讯（记者 张敏）今天起，上海将

对交通违法行为人接受罚款处罚后逾期

15天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每天按罚款数

额的 3%加处罚款。记者从浦东警方获

悉，警方9月初开始对逾期未缴款罚单较

多的企业及个人进行上门、电话催告。

“加处罚款”是怎么算金额的？根据

处罚决定书上的罚款金额，每日按罚款数

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累积不超过

罚款金额本身。也就是说，假如罚款数额

200元，“加处罚款”每日为6元，逾期未缴

款达到或超过 34天，“加处罚款”的金额

就是200元，处罚总额为400元。

目前，“交管12123”App和“上海交警”

App都可以快速便捷地处理交通违法并缴

款罚款。首先查询自己的交通违法信息，

是“未处理未缴款”，还是“已处理未交款”，

选择App中的不同功能模块办理，也可以

输入决定书编号查询违法进行缴款。

线上缴纳罚款渠道有很多，交通违法

行为人可在“交管 12123”App、“上海交

警”App、“随申办市民云”App、云闪付、工

行网等多渠道进行网上自助服务。没有

上述网上支付工具的，可以前往全市工商

银行各网点ATM机上缴付。

警方提示，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完结是

指，处理和缴款都完成。假设市民张先生

处理了自己的2起交通违法共计记6分，罚

款400元，但是他拿到处罚决定书后没有缴

款，那么他的违法处理就没有完结。在一

年记分周期到达之时，这 6分也不会“清

零”，而是一直跟随到下一年的记分周期。

并且，根据《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

五十八条规定，一年内有5次以上道路交通

违法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将

被纳入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需要提醒的是，车主或驾驶人的联系

地址和手机如果发生了变化，应当在 30
天内到公安交警部门更改，或者通过“交

管 12123”App 和“上海交警”App 更改。

目前，“上海交警App已开通了“电警抓拍

e告知”功能，申请开通此功能后，可以第

一时间告知用户被抓拍后的处罚结果。

高行城运管理精细化再提升

在问题汇集的第一线现场办公

垃圾分类应成为
每个家庭的习惯
南汇新城镇开展垃圾分类主题活动

逾期未缴款每天加处3%罚款

交通违法处罚新规今起执行

浦东作家为“人民楷模”创作沪剧剧本

《荒岛夫妻哨》获业界好评

播洒博爱种子 传承红色基因

浦东新研会巡回报告会启动

吃饭看病休闲“家门口”全搞定
书院镇路南村“综合为老服务家园”启用

10月8日，高行镇现场办公会点评不满意工单。 □本报记者 章磊 摄

老年村民在“综合为老服务家园”享受周到服务。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