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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昨天上午，区人大常委会举行第

二季度区人大代表知情知政报告会，邀请上海财经大学特聘

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树义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田春华，副主任高德彪、谢毓敏、王

辛翎参加。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

要支撑，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水能资源、野生动植物资

源、矿产资源等，滋润全流域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今

年 3月 1日，作为我国第一部流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

护法》正式施行，标志着“长江大保护”进入依法保护的新阶

段。

4 月底，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

于浦东新区 2020年环境状况和环保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并

开展专题询问，长江保护法实施和长江生态环境警示片整改

将是此次专题询问的重点之一。为了使区、镇人大代表全

面、准确地理解这部法律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推动其学

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发挥好人大监督作用，区人大常委会邀

请高校专家作了此次专题辅导。

会议以主会场和分会场视频会议形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章磊）近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市老龄办

和市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底，户籍人口预期寿

命为 83.67 岁（男性 81.24 岁、女性 86.20 岁）；全市 100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共计 3080 人，每 10 万人中拥有百岁老人 20.8
人。而浦东新区的百岁人瑞数量位居全市第一，达到了 643
人。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海市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533.49万人，占总人口的36.1%；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

人口 82.53万人，占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 15.5%，占总人口的

5.6%；10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3080 人，其中男性 792 人，女性

2288人。

全市各区 10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列居前三位的依次是浦

东新区、徐汇区和黄浦区，分别有百岁老人 643 人、294 人和

243 人，占全市百岁老人比重分别为 20.9%、9.5%和 8.9%。每

10万人中拥有百岁老人数列居前三位的依次是黄浦区、虹口

区和徐汇区，每 10 万人中分别有百岁老人 35.0 人、31.7 人和

31.5人。

2020 年末各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该区总人口比重

列前三位的依次是虹口区、黄浦区和普陀区，比重分别为

42.5%、41.7%和 41.1%；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列前三位的依次是

奉贤区、虹口区和普陀区，与上年比分别增加 1.7、1.3和 1.2个

百分点。

■本报记者 陈烁

“大巴上门接送，联系好一

切，不用自己操心，方便极了！”4
月 1日，上海思乐得不锈钢制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斌忍不住在朋

友圈发了一条信息，对书院镇提

供的疫苗接种服务大力点赞。

原来，书院镇域面积较大，距

离指定职业人群新冠疫苗临港接

种点较远，考虑到影响企业日常

工作、员工不便等因素，书院镇主

动跨前，对全镇 158家企业、5000
余名企业员工提供免费上门服

务，安排大巴统一接送。

思乐得是享受接送服务的企

业之一。当天下午 3点，在思乐

得公司门口，两辆大巴早早就

绪。半小时后，安排在当天接种

的思乐得早班员工们下班陆续上

车，大巴直奔临港接种点。在大

巴上，还配备有专车接送志愿者，

接种人员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

及时得到解答或帮助。

不到半个小时，大巴即到达

接种点。员工们有序排队，逐个

开始接种疫苗。张斌当天也进行

了接种，他说：“不痛不痒，数秒钟

搞定，打完后在现场指定区域休

息半个小时，无异常即可回家。”

对于书院镇政府提供的疫苗

接种服务，最让他感慨的是：“所

有的费用均免费，难能可贵的是

还尽可能用企业下班的时间接送

员工，工作、接种疫苗、回家三不

误，最有效地利用了时间。”

记者从书院镇了解到，在为企

业员工提供接种服务时，针对企业

不同的通勤时间，书院镇防控办在

与临港接种点对接时，根据企业要

求合理安排接种时间。针对一些

规模较小的企业，相关部门也提前

做好沟通协调，组织一同前往。

事实上，除了为企业专车专

人免费接送，为推进疫苗接种高

效有序，书院镇还不断优化各种

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各类人群做

好集中批量接种工作。各部门、

各单位、各村居分片包干，广大群

众踊跃登记接种，全民共同努力

构筑起防疫的坚实防线。

书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老百姓接种的积极性

都很高，接种工作开始以来，每天

接种人数要达到 800余人。为了

让接种人员减少等待时间，中心

采取了“中午连一连，下午延一

延”的工作方法，即中午不间断，

下午完成现场接种再下班。

社区居民的家庭医生近日也

化身为答疑解惑的疫苗接种咨询

师。在号召接种疫苗初期，不少

百姓还存在观望心理。为此，家

庭医生们利用线下出诊的机会，

为老百姓答疑解惑，告知接种的

好处、实施的流程、注意的事项，

解答居民关于疫苗的疑问，帮助

居民减轻疑惑和顾虑。

书院镇安监所的工作人员则

变身企业“服务员”，利用对企业相

对熟悉的优势，在工作之余积极动

员企业做好疫苗接种。此外，还帮

助一些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员

进行线上登记，分发知情同意书

等，缓解了企业的工作压力。

据了解，截至 4月 6日，书院

社区卫生中心已接种疫苗近

8000人次。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近日，农业

农村部印发《关于公布全国农机使用一线

“土专家”名录第一批入选人员名单的通

知》，明确306人为首批入选名录的“土专

家”，其中上海有8人入选。来自祝桥镇的

俞连根，成为浦东唯一入选的“土专家”。

俞连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初

中便跟随长辈务农。32岁时，俞连根走

出农村创业，36岁有了装潢队，45岁涉足

建筑业。然而，俞连根对农村农业始终

有着深厚感情。见到以手工作业为主的

农民合作社工作效率低、经济效益低，俞

连根立志研究新型农机。经过多年潜心

攻关，俞连根和他的研发团队在2014年

做出了第一代样机——手扶式油电混合

型蔬菜收割机，并示范推广了十余台，研

制过程中还获得了各项实用专利8项。

俞连根研制出了新型蔬菜收割机的

消息不胫而走，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对

此作了专题报道，也引起了上海市农委

主要领导的重视，市农委专门组织市级

科研部门集中到他的小工厂进行探讨研

究。从此，俞连根和专家们一起开展农

机研发，走上了科技钻研的正规道路。

在蔬菜收割机研制成功后，俞连根又

马不停蹄地开始研制水稻秧盘输送链接

机，在2018年初成功研制成了秧盘输送链

接机，并于当年投放市场。经过近三年的

市场实践，该机型在浦东新区、青浦区以及

江苏的常州地区都收到了较好的反响，被

上海市农机鉴定推广站鉴定为推广机械。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由上海市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江苏、浙江和安

徽三省应急管理厅，联合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共同合

作举办的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博览会将于 5月 7日-9日在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首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博览将会以“应急防灾减灾 护航

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为主题，采取线下实体展览和云上展

览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博览会上，将有代表性参展企业和

单位超过 300 家，展出规模 5.2 万平方米，分别设置了应急防

灾减灾展区、应急救援装备展区、安全防护产品展区、应急

产业服务展区、应急科普体验展区和长三角应急管理成果

展区。同时，考虑到长三角地区沿江临海、河网密布，水域应

急救援任务重，博览会特别设置了以水上应急救援为主题的

特色展区。

博览会坚持应急科普的公益性保障，开设了 1000 平

方米左右的应急科普宣传体验区域，有代表国家救援力

量的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代表社会救援力量的厚天应

急救援总队、代表国家医疗救援力量的东方医院等在现

场开展科普宣传活动；还有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地震、气象

和红十字会，在现场开展自然灾害和现场急救的宣传与

互动体验；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将在应急博览会现场，为

社会大众开展公共卫生科普讲座。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桂余才介绍，在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的指导下，三省

一市应急管理部门正在制定长三角一体化应急管理协同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和“十四五”规划，着力构建和完善应急管

理专题合作的政策标准、应急预案、联防联控、应急指挥和

应急保障体系，并重点围绕信息互通、提升重点领域应急能

力、推动资源共享和成果共建、提升区域应急管理水平等四

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

浦东“农民发明家”
获评首批全国“土专家”

区人大常委会举行
人大代表知情知政报告会
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解读

首届长三角国际
应急博览会下月举行

浦东百岁人瑞643人
数量居全市第一

专车接送员工接种疫苗
书院为全镇158家企业员工提供贴心服务

构筑人群免疫屏障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符佳）昨

天，上海市教委公布《关于做好2021
年本市学前教育阶段适龄幼儿入园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相

关政策与去年保持一致。4 月 15
日，浦东将公布本区幼儿园招生政

策。

市教委表示，今年上海学前教

育阶段适龄幼儿入园工作将坚持统

一部署、规范程序和因地制宜的原

则，为广大适龄幼儿入园提供更便

捷、准确、有效的服务。《通知》指出，

各区幼儿园录取原则上遵循本市户

籍人户一致适龄幼儿优先，其他幼

儿的录取办法根据各区资源配置情

况确定。

今年上海适龄幼儿入园工作主

要分为三个阶段。4月 23日—4月

30日，为信息登记阶段，全市进行适

龄幼儿网上信息登记；5月 8日—6
月15日，为幼儿入园报名验证阶段，

各区按照本区招生政策组织家长报

名和验证。8月 15日前为录取通知

阶段，各幼儿园完成幼儿录取工作，

并向被录取幼儿的家长发放录取通

知书。

2021 年上海适龄幼儿入园的

信息登记对象为 2017年 9月 1日—

2018 年 8 月 31 日出生的本市常住

人口适龄幼儿的监护人。凡本市

拟报名入幼儿园小班的适龄幼儿，

家长须在 4 月 23 日—4 月 30 日期

间，通过“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

息登记系统”（网址 https://shrydj.
edu.sh.cn），或市政府网站（www.
shanghai.gov.cn）上的“一网通办”栏

目，进行网上信息登记。家长可在

市登记系统中对相关信息自行进

行核对、修改和补充。有需要的家

长也可前往附近的“东方社区信息

苑”上网进行信息登记。各区将安

排登记点，为确实无法自行完成信

息登记的家长提供帮助。考虑到

疫情防控等因素，登记点实施预约

登记。

4月 23日中午 12：00，市登记系

统将正式开通。登记完成后，家长

获取入园信息登记表和登记编号，

方可进行各区的入园报名和验证。

如未能按时进行信息登记，家长可

在报名验证阶段持有效证件先完成

信息补登记，再报名验证。信息登

记工作完成后，所有登记的信息将

录入上海市常住人口适龄幼儿信息

库，这也将为今后本市优化配置学

前教育资源提供参考。

今年上海适龄幼儿入园政策与去年保持一致

浦东幼儿园招生政策4月15日公布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

者 许素菲）“东方百老汇”上海宋城

演艺王国世博大舞台即将于 4月 29
日开业，王牌演出《上海千古情》将

如何演绎上海的前生今世，一直备

受公众期待。昨天，《上海千古情》

首次开放联排，在独特的艺术手法、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上天入地的舞

台高科技手段加持下，一个千姿百

态的上海跃然眼前。

大型歌舞《上海千古情》由世博

发展集团和宋城演艺联合打造，包

含《申沪溯源》《一九二一》《摩登时

代》《上海人家》《风从海上来》5个篇

章，演出时长约 1小时，将上海的城

市品格和精神传承娓娓道来。

宋城演艺始终在传统文化的

泥土里寻找根基，每一台“千古情”

演出都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灵魂。

作为上海城市精神的化身，《上海

千古情》塑造了“巧巧”这位贯穿全

剧的上海伟大女性党员形象，通过

“巧巧”的前世与今生，将上海精

神、海派文化、码头元素、小资情

调、知青记忆、现代都会等最具代

表性的城市符号融于叙事的华章，

组成了属于上海的独特韵味。随

着剧情深入，战国时春申君疏浚黄

浦江的力挽狂澜、中共一大的光辉

历程、十里洋场的风云跌宕、新中

国建设时期上海人的奉献与担当

等一一再现，更有世博会、浦东开

发开放的文化内核，将上海红色文

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表现得淋

漓尽致。

演出中，喷薄而出的上千吨洪

水、惊险刺激的飞人杂技凌空翻腾、

从天而降的数百平方米巨型悬空透

明膜等特别设计，配合上万套舞台

机械与设备视觉效果震撼人心。

《上海千古情》结合独特艺术手法、高科技手段等，再现上海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上海宋城演艺王国世博大舞台本月底开业上海宋城演艺王国世博大舞台本月底开业

黄浦江畔诞生黄浦江畔诞生““东方百老汇东方百老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