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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磊

不久前结束的首届上海市退役军人

创业创新大赛上，浦东“参赛选手”表现优

异，拿下不同组别的多个奖项。浦东新区

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取得显著成效。

2019年4月，浦东新区成立新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退役军人

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相继成立，新区36家委

办局为成员单位。一年多来，浦东通过多

措并举，积极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如何支持退役军人为浦东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再立新功？浦

东一直在探索。

做好“云招聘”、专场招聘、对口推

荐、就业指导、岗前培训等公共就业服

务，这些都是新区在促进退役士兵就业

创业方面的具体举措。据悉，今年以来，

新区举办了两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提供近 300个岗位，同时参与长三角地

区退役军人线上招聘活动，发动 6家企

业提供150个岗位专向招聘退役军人。

自主创业也是退役军人就业的重要

方式。作为扶持方式，新区加快推进退

役军人创业园区、孵化基地、承训机构等

平台建设。近年来，新区涌现出一批先

进退役军人创业典型，比如叮咚买菜、宗

保保安等。

与此同时，新区还通过赛事牵引，例

如承办首届上海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

赛，推进退役军人创业创新。

为了这次大赛，新区成立了退役军

人事务局、区科经委、区商务委、区人社

局、区农业农村委、自贸区张江管理局参

与的大赛专班，系统发动全区退役军人

创业企业及团队参赛。

浦东共有 38家企业参加初赛，20家

晋级复赛，12家晋级决赛，参加初赛、复

赛、决赛的数量均占全市总数的 20%。

同时，以市赛为契机，新区还摸清了退役

军人创业企业情况。通过街镇及相关高

校初步排查，目前新区有退役军人创业

企业136家。

大赛中，浦东“参赛选手”表现不俗，

在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及生活服务业、现

代农业、精准扶贫和创新团队 5个组别，

拿下了 3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以及 2个

三等奖。

吴晶创建的军梦教育团队获得了

“创新团队”组别的一等奖。吴晶曾是国

防科技大学的一名教师，2017年转业后

“落户”浦东，2019年开始独立创业。军

梦教育团队目前有 36名退役军人，占了

团队总人数的 90%，除了国防科技大学

教师、毕业生外，还有部队退伍士兵。团

队的主要业务是提供青少年爱国主义国

防教育研学旅行课程服务。

“离开部队后，我一直在思考退役军

人如何创业这个主题，结合自己此前的

经历，花了 3年时间梳理课程培训体系，

创建了这个团队。”吴晶告诉记者，能在

这次大赛中获奖，令自己对未来的发展

更加充满信心。

上海虞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获得了

“传统产业及生活服务业”组别二等奖。

公司合伙人之一的何云宇曾服役于东部

战区某部队，2017年9月退役。作为一名

退伍大学生士兵，他响应了“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号召。创业过程中，新区相关

职能部门的政策宣讲、培训活动，为起步

不久的何云宇提供了不少支持，也让他对

自己选择的前进方向更加坚定。同时，何

云宇也期望着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

他的期望将成为现实。据悉，2020
年，新区将发挥“红色联盟”成员单位中

退役军人创业企业作用，成立一批退役

军人职业技能承训机构、创业孵化基地、

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建设浦东新区退

役军人创业园区，同时依托“退役军人之

家”平台，提供创业就业培训服务。

■本报记者 赵天予

在建军节来临之际，洋泾街道表彰

了一批在疫情期间争当志愿者，驻守基

层防疫一线的退伍军人。“在战场上，他

们保卫国家；在抗疫斗争中，他们守护家

园，这些退伍军人向我们展示了英雄情

怀，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居民称。

这些退伍军人中不乏经历过战火洗

礼的老同志。家住海防新村的朱长兴是

一名老党员，曾经参加过抗美援越战

争。退休后他在社区积极发挥余热，参

与了垃圾分类志愿者、平安志愿者的各

类志愿服务。

疫情期间，朱长兴第一时间报名，成

为了一名防控志愿者，轮班在小区门口

值守。他表示：退伍不褪色，无论基于共

产党员或退伍军人的身份，都应该在危

难时挺身而出，与大家同舟共济、齐心协

力抗击疫情。

巨野居民区旭辉雅苑小区的志愿者

林浩然是一名年轻的退伍军人。在社区

最需要人手的时候，他毅然来到社区一

线参与防控志愿服务。除了定时定点的

门岗值守外，他还义务为居民送快递。

“热情、认真、勤恳”，他获得了居民的一

致好评。

在桃一居民区，退伍军人盛爱琴在

防疫物资紧缺的时候，千方百计买到了

500只口罩，捐赠给了居民区。她说：“作

为一名党员，一名退伍军人，我有义务、

有责任为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才对得起那块印有

‘光荣之家’字样的光荣牌。”

阳二居民区的退伍军人则组团参与

志愿服务，许震芳、张建民等10名退伍军

人一齐参与了防疫志愿者队伍。他们不

顾个人安危，风雨无阻地在门岗值守，耐

心解答居民的问题，不漏一人、不漏一

车，把好了小区的“安全门”。

“退伍军人成为抗疫志愿者队伍的骨

干，展示了军人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我

们希望借此表彰的机会，向更多居民宣传

他们的事迹。”洋泾街道相关负责人称。

本报讯 （记者 章磊）进入老

龄化社会，现阶段养老模式发展

趋势如何？怎样引导军休干部从

居家养老向社区养老转变？八一

前夕，一场专题研讨会在新金桥

金杨养老院举行，新区民政局各

部门及研究机构共同探讨军休干

部社会化养老话题。

本次研讨会由浦东新区军队

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和浦

东新区养老发展研究院主办。浦

东新区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

拥军褒扬处（军休服务管理处）、

社会福利处，浦东老龄事业发展

中心等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与

浦东养老发展研究院的专家们一

起进行了探讨。

大家围绕浦东军休干部社会

化养老服务主题，就如何引导军休

干部转变观念，实现从居家养老向

社区养老转变以及如何把机构养

老资源覆盖共享到居家长者等议

题展开讨论，共同谋划未来浦东军

休干部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

会上，与会嘉宾表示，将依托

浦东养老发展研究院平台，发挥

新区民政局与退役军人事务局合

署办公的优势，把社区为老资源

与军休资源共融，加强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满足军休干部养老需

求。

会场外，浦东军休中心组织

军休医疗志愿服务队的医疗专家

为新金桥金杨养老院的老人们开

展医疗义诊，解答一些常见病的

预防及治疗方法，普及健康生活

理念。

■本报记者 李继成

7月 29日晚上 9点，记者走进地铁龙

阳路基地的车库，此时，保洁员们正在检

查自己的“常规装备”，消毒用的弥雾机、

喷雾桶。戴上口罩、安全帽和防护镜，穿

上雨披，保洁员陆续进入刚驶进车库的 2
号线列车上，开始忙碌起来。

地铁物业公司沪西项目部项目经理

邱增连告诉记者，这个时候，基地开始迎

来结束一天运营的地铁列车，而对于保洁

员工来说，则是一天的工作刚刚开始。

据悉，原先上海地铁的车厢一般每月

消毒一到两次，但从 1月 21日起，上海所

有地铁列车每天结束运营回库后，都会接

受全面消毒、清洁。

在车库的一角，保洁员谢斌往量杯内

小心翼翼地加入84消毒液，再把消毒液倒

入喷雾桶内，然后又在桶内加入自来水。

“消毒液必须严格按照比例进行配

比，保证消毒效果达到要求。”谢斌表示，

桶内有 16升水，加上喷雾设备，总共有 20
公斤重。尽管整个过程只有短短三四分

钟，但当谢斌背起喷雾桶时，脸上已挂满

汗珠。

按照顺序，保洁员进入车厢后先进

行保洁。王立贵是保洁队伍的班组长，

在龙阳路基地从事地铁车厢保洁已有十

多年。他拿出随身携带的中性清洁剂在

抹布上喷了几下，开始擦拭。车厢内的

扶手、拉环、座椅、玻璃等一处不漏。擦

不了几下，就要往抹布上再喷清洁剂，还

不时用钢钩将角落里的零星垃圾勾出

来。从头至尾，8节车厢保洁一次需要近

1个小时。完成保洁后，王立贵背上喷雾

桶，在车厢内从头到尾再走一遍。车库

内有 20多辆列车，一个晚上下来，就要走

一万步。

自今年春节以来，保洁员们几乎都没

有休息日。“现在保洁人手有限，如果有人

当天没法上班，就必须有人顶上去，作为

党员我就留下了多干一会儿。”王立贵说，

所有车辆的保洁、消毒结束，差不多是凌

晨的三四点钟，住得远的人回到住处，太

阳已升起来了。

“夏天车库内温度比室外高，加上现

在每天要消毒，工作量比疫情前增加了。

一个夏天下来，体重能减 5到 10斤，适合

减肥。”邱增连笑着说。

浦东退役军人创业企业达136家
多家企业在首届上海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中摘金夺银

深夜，他们依旧战高温

■本报记者 章磊

开微店、送红包……这样的创新模

式，让浦东福彩收获了福利彩票全国营

销创意比赛地市级二等奖的荣誉。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于今年

6月开展中国福利彩票营销创意系列比

赛。浦东福彩报送的《即开票微店订票

定向营销案例》，以全国排名第六的成

绩，获得营销案例比赛地级市二等奖。

浦东新区福利彩票服务中心主任李

明介绍，看似简单的网上销售，能够有效

提高工作效率。截至目前，各个福彩销

售点的线上订票率达到了100%，销量也

有大幅增长。

福彩网点承载着福利彩票“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的一份担当。福彩创新

营销模式，最终得利的是公益事业。据

悉，2019年，浦东新区共销售福利彩票

10.39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 6252万元，

全部用于爱心帮扶、薄弱养老机构改造、

儿童文化福利等慈善公益项目。

本报讯（记者 章磊）昨晚，2020年

度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名单揭晓，浦

东有两人及一个团队入选。

为持续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

领，展现上海退役军人风采，激励广大退

役军人珍惜荣誉、坚守初心、见贤思齐，

今年 5月，市委宣传部、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局联合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第二届上海“最美退役军人”

学习宣传活动。

经过前期宣传发动、推荐申报、初审

遴选、网络投票和现场评审等环节，20名
2020年度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最终出

炉。浦东有两名退役军人、一个团队获

得“最美退役军人”称号，分别是雷撼和

梁昌霖，以及上海宗保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机动队。

雷撼 1985年 8月入伍，2004年 10月

从原第三军医大学转业，现为上海市同

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副院长。今年春

节，雷撼第一时间主动请缨奔赴抗疫一

线。他受命担任上海市东方医院国家紧

急医学救援队领队，率领55名成员，携带

近30吨医疗防护物资，驰援武汉。

此前，在抗震救灾一线、井冈山革命

老区脱贫攻坚现场，都曾有过雷撼的身

影。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在工作中特

别注重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让鲜艳的党旗始终飘

扬在抗疫的最前线。

一场疫情，让“叮咚买菜”名声大噪，

许多出不了门的市民都变成了“叮咚买

菜”的忠实粉丝。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叮咚买菜”的创始人梁昌霖是一名退伍

军人。

从军旅硬汉转型为商界翘楚，梁昌

霖花了18年。退伍后，他曾多次创业，做

过程序员开发视频剪辑软件，也曾进军

母婴行业创立互联网母婴社区。2016
年，第三次创业的梁昌霖带领团队创建

了“叮咚小区”，希望通过互联网建立起

全新的社区服务体系。

梁昌霖充分发挥退伍军人敢啃硬骨

头的作风，攻坚克难，最终通过大胆尝试

“线上卖菜”，让“叮咚买菜”火了起来，为

千家万户送去一份份产品。即使在疫情

期间，“叮咚买菜”也没有停下脚步，更成

立三个“战斗小组”，把疫情防控和民生

保供作为首要的核心任务，引领全体干

部员工树立必胜信心。

不仅如此，他还带领着几百名退伍

军人一同奋斗创新创业。正如他所说，

“永葆本色、不忘初心”是企业实现商业

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根本动力。

上海宗保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机动队

是本次获评“最美退役军人”的唯一一个

团队。作为一家由退役军人创建、以退

役军人为主体的专业保安公司，宗保保

安自 2009年成立后，积极参与城市综合

治理辅助工作，努力作为奉献社会。

这些年，宗保团队参与城市辅助管

理，服务市民群众，还投身公益事业。宗

保公司有着浓郁的部队情结，积极吸纳

任用退役军人。同时，公司对退役军人

实行“四个优先”：优先招聘接收退役军

人，优先培养锻炼退役军人，优先选拔任

用退役军人，优先安排退役军人参加重

大任务。

此外，公司结合驻地部队官兵不同

需求，立足实际，积极开展拥军优军活

动，包括走进军营送慰问、走近军人送经

验、面向军人送服务。

2020年上海市“最美退役军人”名单揭晓

叮咚买菜创始人梁昌霖等当选

脱下绿军装 穿上红马甲
退役军人服务群众初心不变

整合社区为老资源

满足军休干部
社会化养老需求

地铁保洁员一丝不苟擦拭车把手。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创新营销模式

浦东福彩获
全国营销创意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