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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馨艺

动手改善小区设施、参与组建业委

会、成为社区志愿者……在周浦镇各居民

区，老党员的身影出现在了社区治理的方

方面面，为小区建设出谋出力。

“书香读书会”调动积极性

不久前，周浦镇小上海新城居民楼每

层电梯口上方，都安上了两个不锈钢弯

钩，将电梯口上方的大理石装饰牢牢固定

住，避免装饰掉落，居民的出入安全多了

一重保障。

这个小妙招出自于居民区老党员张

一帆之手。前段时间，业委会在安全检

查中发现电梯口装饰有脱落风险。作为

业委会成员，从沪东造船厂退休的老张

得知这一情况后，发挥一技之长，设计制

作了这个不锈钢弯钩，排除安全隐患，小

上海新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敏告诉记

者。

小弯钩制作成本低，效果却出乎意料

的好。因此，居委在每幢居民楼进行了推

广，既保障居民安全，又节省了一大笔整

修费用。

更令朱敏欣喜的是，包括老张在内，

居民区里越来越多老党员主动作为，在社

区治理中发挥正能量。在她看来，这得益

于居民区“书香读书会”，调动起了党员参

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2015年，小上海新城居民区党总支成

立“书香读书会”，为居民区党员搭建了一

个党员理论学习与社区治理探讨平台。

“小区里老党员多，他们平时参与党员学

习的途径有限，我们希望以读书会为平

台，通过学理论、读报告、论时事等方式，

加强党员教育。”朱敏说，“同时，党总支也

利用读书会开展小区事务讨论活动，鼓励

引导党员们成为小区志愿者，在社区内发

挥先锋作用。”

“学习很重要，我们不能忘了入党时

的初心。”老党员李柏珍说。正因这份初

心，她坚持参加每一场党员学习活动，还

主动揽下了为老年活动室老人们配送药

与居民区报纸分发工作，力所能及服务身

边群众。

“红心服务工作室”一心为民

与小上海新城居民区相似，在果园

居民区，同样有一群党员坚持在社区里

发挥模范作用，多年投入社区志愿服务，

成了居民区“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的主

力军。

志愿者发展到 36人，全年开展 45次

活动，受益人数超 6500人次，为青少年授

课 11次，收益人数达 1600余人次——这

是果园居民区“红心服务工作室”2019年

的成绩单。

听闻这组数据，老党员乔龙翔感叹

说：“没想到去年我们做了这么多事，今年

还要继续努力，为社区发挥余热。”

果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爱仙介绍，

“红心服务工作室”是居委整合党员资源，

联合居民区老党员、双报到在职党员与居

民骨干组建而成的。工作室根据居民需

求及党员志愿者特长，设置了“党员学习

教育、公益服务、文化建设、青少年教育、

温馨大课堂、环保宣传、老干部议事厅”七

大团队，在社区开展各类服务。

有党员为居民分析讲解法律知识，

有党员义务上门为孤寡老人量血压，还

有党员带领文体爱好者在小区开展巡回

演出……去年一年里，党员们用实际行

动，为居民区“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贡

献力量。“大家‘红心’向党，与居委一同

共建幸福和谐社区。”张爱仙说。

1月12日，陆家嘴社区迎新春传统文化精品公益展在陆家嘴美术馆拉开帷幕，展期至3月20日。
本次公益展以“瓷砚文化”为主线，以景德镇与龙泉瓷、安徽歙砚为载体，以当代艺术瓷、文化艺术瓷、徽州歙砚三大板块为内容，

集中了一批中青年实力艺术家的创作作品。展会期间艺术家们还将与社区居民进行互动交流，为社区居民普及制作技艺。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敏）日前，浦东交警

支队责任区六大队开展酒驾专项整治。

一辆依维柯在卡点前忽然掉头逃窜。民

警最终截停车辆，驾驶员经酒精测试确认

为酒后驾车。

当天凌晨1时40分许，民警正在周东

南路瑞建路设卡检查酒驾，发现南向北车

道有一辆车忽然掉头越过双黄线反向驶

离。这一异常行为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立

即驾驶警车跟了上去并示意车辆停车，但

这车反而加速，甚至选择逆向行驶逃窜。

最终，民警在繁荣路周星路将该车截停。

经当场酒精检测，驾驶员每百毫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66毫克。

驾驶员汪某说，他当晚 10点多与朋

友一起喝了点啤酒，想着凌晨不会有酒驾

检查，就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遇到民

警设卡，害怕被查处后影响工作，选择了

驾车逃逸。因酒后驾驶机动车，汪某面临

记12分、罚款15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
个月的处罚。因妨害公务，他还被处以刑

事拘留。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马兆国从事

保洁工作 20年，始终将“人在路净”作为

自己的工作标准。昨天，马兆国的名字

被塘桥居民所知晓，他获评 2019年度塘

桥荣誉集结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与其

他 19名先进个人、10个先进集体共享掌

声与荣誉。

“今年，我们推出了爱岗敬业树先

锋、奉献爱心行善举、垃圾分类新时尚、

服务社会为使命四个评选范畴，其中既

有像马兆国这样，在平凡岗位上坚持多

年默默耕耘的奋斗者，也有谋求改变、不

断进取的创新家。”塘桥街道党工委书记

朱洪明说。

来自驻区单位——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的获奖者殷勇，便是一名典型的创新

家。他不仅带领团队在塘桥社区开设

“儿童哮喘示范门诊”，还研发了一款“哮

喘无忧”APP，综合气象预警、日常管理、

健康宣教、医患互动等功能，让家长能够

全程参与儿童哮喘的管理。

塘桥街道荣誉集结榜活动已经走过

了 6个年头，92名先进个人、39个先进集

体、14个先进案例，见证了这一项目的发

展。朱洪明表示，塘桥街道将继续做好

荣誉集结榜的表彰工作，在社区弘扬主

旋律、激发正能量，推动社区发展和文明

进步。

■本报记者 陈烁

新年伊始，沪东社区朱家门敬老院焕

然一新，在外过渡的91位老人回到了“新

家”。与此同时，东明路街道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凌兆分中心也开始运营，惠及更多

老人。

沪东社区内有两家敬老院：朱家门敬

老院及沪东社区敬老院，分别建于 2008
年和 1998年，两家敬老院均存在房屋老

化、硬件设施陈旧的问题。去年，这两家

敬老院按照市区两级敬老院硬件标准进

行改造。

历时半年改造，敬老院的硬件设施显

著改观，适老性提升明显。对于眼前的

“新家”，老人及家属都非常欢喜。“敬老院

这次改造得非常好，我都认不出来了。”孙

玉珍老人高兴地说。

沪东的老人有了面貌一新的敬老院，

东明的老人则有了享受为老服务的新选

择。经过一年筹备，东明路街道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凌兆分中心开始运营。在这所

刚刚建成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内，除了设

有老年人日托休息室、康乐室、洗浴室，为

老人提供每日不同的特色休闲活动外，还

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老年助餐服务，

让老年人吃饱吃好，省时省力。

东明辖区内60周岁及以上的户籍老

人都可以享受服务，符合条件的老人可直

接至助餐点提出申请。辖区内60周岁及

以上的东明户籍低保、低收入、孤老类老

年人，还可享受助餐补贴。

■本报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陆闻慧

“从万嘉社区中心去森兰欧尚，终于

不用换车，可以直达了，激动。”不久前搭

乘镇域内的首条社区巴士后，高行镇一居

民专程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留下了自己

的感慨。

半个月前，高行镇首条社区巴士线路

开通，连接起了高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东靖路地铁站、

东煦路高博路区级保障房基地、五洲大道

地铁站、六师附小（芳菲校区）、高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高南分中心）、洲海路地铁

站，为镇域内居民串起了便捷生活。

社区巴士实行单一票价 1元，每天营

运 6个班次。开通半个月来，不少居民感

受到了便利。“到镇里办事方便多了，去老

年大学学习也一样。”居民刘阿姨说，“社

区巴士方便了出行，温暖了民心。”

解决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高行

社区巴士如何诞生？源于政府职能部门

对群众诉求的关注。

高行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高行镇

先后召集绿洲、高行、森兰、东沟、华高五

大片区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和居民代表座

谈，并通过“高行发布”微信公众号进行网

络问卷调查，充分了解镇内居民公共交通

出行现状。

根据调研结果，镇里决定，推出一条

符合居民需求、个性化的线路，方便居民

外出，扩大休闲购物范围。

为把首条社区巴士线路做好，高行镇

邀请新区建交委公交处、新区运管署、浦

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浦东金高公交公司等

有关单位召开专题研究会议。镇分管领

导还带队前往其他镇调研学习社区巴士

开设情况，并多次实地勘查公交线路、站

点，多次优化社区巴士开设方案。

与此同时，不少居民也纷纷在“高行

发布”上留言提建议。

网名“方晓”的居民指出，社区巴士车

次还不够多，间隔时间长，希望增加车辆；

网友“唐唐”说，希望社区巴士能将经过站

点的具体时间写在车牌上；网友“石斑鱼”

则表示，“赵家沟以南居民坐等高行社区

巴士2路。”

高行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后续将针

对收集到的居民建议，采取相应措施解决

相关问题，改进社区巴士运营模式，提升

群众的乘坐感受。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开展全面排

摸，对欠薪案件实行动态清零；对欠薪处

置情况实行“一周一报、一事一报”……近

日，市住建委发布《关于2020年元旦春节

期间本市房屋建筑工程领域加强防范拖

欠农民工工资矛盾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组织开展对本区在建房屋建筑工程存在

欠薪矛盾情况的排摸工作，并确保 2019
年 10 月底前发生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

和国企项目欠薪案件清零、其他欠薪案

件在 2020 年春节前及时动态清零。对

排摸中发现的可能引发欠薪矛盾的重大

问题和隐患，按照“谁欠款、谁偿还”原

则，督促建设单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

程款，分包单位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等

为由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得将合

同应收工程款等经营风险转嫁给农民

工。同时，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按

照《上海市房屋建筑工程建筑工人工资

支付管理办法》及本市其他劳务用工管

理规定的要求，结合日常检查、巡查工

作，重点对本区域范围内在建房屋建筑

工程中落实实名制登记管理。

《通知》规定从现在至2020年全国两

会结束前，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要将本

区欠薪处置情况按照一周一报的要求，对

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发生的欠薪矛盾，实行

一事一报。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在上

报统计数据时应按项目为单位，对每起政

府投资工程项目的欠薪金额、涉及人数、

已采取的处置措施等情况进行说明。同

时，还明确了实行重大事件即知即报、24
小时电话值守制度的相关要求。

周浦镇以“书香读书会”等激发党员力量

小区治理处处可见老党员身影

陆家嘴迎春传统文化精品公益展开幕

微举措连着大民生

社区巴士串起高行居民便捷生活

市住建委发布加强防范拖欠农民工工资通知

处置欠薪“一周一报、一事一报”

2019年度塘桥荣誉集结榜揭晓

敬老院改造一新 为老服务中心运营

寒冬里社区老人享暖心服务

一司机凌晨酒驾遇查逃窜
驾照被扣，还因涉嫌妨害公务被刑拘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2020年
北蔡镇外来建设者新春团拜会举行，全镇

200余名外来建设者代表欢聚一堂。北蔡

镇妇联、北蔡市政建筑有限公司还为外来

建设者代表发放了春节慰问大礼包。

连日来，莲中居委街面联合工会深

入辖区内街面商铺看望慰问入会的会

员，他们大都是外地来沪的经商务工

者。新春将至，莲中居委街面联合工会

为他们送上了新春佳节的祝福和慰问

品，捎上工会的一片心意，让他们感受到

来自联合工会的温暖。

在北蔡，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到建设

者的大家庭中。除了镇总工会每年开展

“四送”活动、节日帮困、微心愿等品牌活

动外，北蔡镇还建立了街面联合工会，会

员平时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向街面联合工

会反映，由工会帮他们出谋划策。

北蔡镇外来务工者乐享大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