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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近日，“第二届上海社会建设十大

创新项目”评选活动已经进入终审阶

段。据悉，新区团委的“淘公益”平台、

合庆镇的“1+1+X”村民自治模式、塘

桥街道的“潮汐式停车”已经入围评选

活动三十强，这是参与本届评选的所

有区县、委办局中入选数量最多的，也

是新区首次有三个项目同时进入三十

强大名单。

自今年 7月新区开展动员部署以

来，新区相关部门在一个月内共收到

申报项目31个，经过认真筛选，最终确

定合庆镇“1+1+X”村民自治模式，团

区委公益项目的淘宝平台——“淘公

益”，塘桥街道“潮汐式停车”，陆家嘴

街道“居民自治金”，北蔡镇“创新基层

治理，搭建“1+2+X”社会共治平台 5

个项目上报市社建委办参加后续评选

环节。

在后续评选中，“淘公益平台”、

“1+1+X”与“潮汐式停车”通过公众网

络投票，以及由市区相关部门负责人、

有关专家学者及媒体代表组成的评审

委员会评选，从全市100个申报项目中

脱颖而出，进入三十强大名单。今年

12月，这三项新区社会建设的优质创

新项目将再次面对大众评审团进行汇

报和答辩，角逐十大创新项目的荣誉。

评选活动组织方称，入选项目主

要涉及社会建设中服务民生、社会保

障、社区共治自治、培育社会组织、维

护社会稳定、城市综合治理、社区服

务、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新

举措、新办法、新机制与新经验，均拥

有“创新性强、示范性强、实践性强、认

同度高”的特点。它们都是在上海乃

至全国范围内有领先意义的项目，具

有一定的示范或推广价值，并已经得

到成功施行，能够有效解决本地区、本

系统的难点、热点问题。

新区入选三十强的三个项目分别

涉及志愿服务、村民自治以及中心城

区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中新区团

委的“淘公益”平台志在打造公益项目

的“淘宝”，它借鉴了“淘宝”模式，打造

了集网站、移动端、新媒体为一体的公

益淘宝平台。平台为公益领域的四大

群体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即志愿者可

以在平台上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淘”

出公益项目；公益社团可以从中取得

志愿者资源与社会关注；企业的社会

责任目标和社会需求可以有效对接；

受助者可以真正得到有效、专业的帮

助。

合庆镇的“1+1+X”村民自治模式

的基本做法，是以推进村民自治体系

和村民自治能力建设为目标，制定《村

民自治章程及实施细则》手册。这本

手册被市组织部誉为“草根宪法”。它

使村民的利益得到保障，权利得到维

护，呼声得到回应，各村的形态、业态、

生态、心态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与提升，

村民对村干部的满意率从 2010 年的

86.2%上升至2013年的97%。

塘桥街道推出的“潮汐式”停车则

直击上海中心城区社会管理的瓶颈问

题——停车难。在此模式中，白天居

民小区的空闲停车位可以分流附近商

务楼、办公楼的停车需求，晚上这些商

务楼的空闲车位则可以提供给社区居

民停放车辆。“潮汐式”停车通过公约

与契约制度，不仅解决了困扰已久的

停车难问题，还推进了基层社区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化。

第二届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评选进入终审阶段

浦东三项创新角逐全市十佳

11月14日上午，由上海市浦东医
院糖尿病与肥胖多学科团队和美国杜
克大学糖尿病领域专家联合举行的
“减重降糖 势在必行——中美联合义
诊”在浦东医院第二门诊大厅举行。

义诊团队由来自美国杜克大学糖
尿病与肥胖外科中心的6名专家和10
位浦东医院专家组成。活动分为义
诊、咨询、糖友经验分享、免费测血糖、
健康教育互动等5个环节。

常熟19岁小伙子小李，今年5月
份进行了微创减重手术，6个月减重
38公斤。浦东医院糖尿病与肥胖多
学科团队和美国专家一起，对他下一
阶段的生活方式、身体指标检测制定
了专业详尽的个体化方案。浦东医院
营养师和健康管理专员给予了其饮食
指导和健康宣教。

据不完全统计，本次中美联合义
诊吸引了近200位四面八方赶来的病
人，发放健康教育资料300份。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影报道

■见习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浦东机场 1号航站楼出发层公共

区域部分完成改建，率先推出的连锁

餐饮店铺令广大旅客“耳目一新”，候

机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据了解，自改造工程启动以来，1
号航站楼在不停航的同时实施了大幅

度改建。浦东机场T1航站楼改造着

力于旅客中转流程，预计明年年底前

完成，将修建地下捷运直通即将新建

的卫星厅。待卫星厅建成后，浦东机

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将从目前的 5000
万人次提高到 8000 万人次。此次改

造在保证航站楼保持正常运转的同

时，也在不断提升着旅客服务设施。

据浦东机场相关人员介绍，T1公

众区的多家餐饮店皆以新点位、新面

貌向旅客呈现。无论是老品牌新形象

的“和普”咖啡厅、“渔人湾清真餐厅”、

“可啡湾”咖啡厅，还是新进驻的“庆

吉”港式茶餐厅，都在店铺形象和餐食

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用

餐环境也更显雅致温馨，新品新菜令

旅客的消费选择更加多样。再加上去

年开业的“赛百味”、“龙记”茶餐厅，该

区域的餐饮品牌聚集效应进一步增

强，有力提升了浦东机场T1公众区餐

饮品牌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机场方面与餐饮

商家已经联袂承诺，所有餐食均与市

内同品牌连锁店保持同质同价。

浦东机场T1
改建初见成效
公众区餐饮服务品质提升

■见习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11月 14日，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

副书记、区长孙继伟会见了云南省文山州文山市党政

代表团一行。孙继伟表示，欢迎客人来到浦东考察经

济社会发展新成就、新经验。

孙继伟介绍了浦东经济发展的概况。他说，目前

浦东面临挑战与机遇并重，浦东将在推进自贸区与“四

个中心”核心功能区联动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建设科技

创新中心、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提高民生保障和社会事

业发展水平。浦东在过去 24年的开发开放中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了许多“后起之秀”，各

兄弟省市间要加强交流，互相汲取成功经验、先进办

法，一同进步。

文山州委常委、市委书记李云龙介绍了文山市“十

二五”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在浦东新区的对口扶贫

援助下,文山市正大力实施“农业稳市、工业强市、城镇

富市、科教兴市、开放活市”五大战略，突出打牢基础、改

革开放、改善民生三个重点，着力培养现代农业、新型工

业、商贸物流、城镇开发四个体系。截至今年9月，全市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05.1亿元，同比去年增长11.3%。地

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10.8亿元，增长11.3%。预计

实现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755元，增长1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5元，增长15%。

同日，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冯伟与文山市党政

代表团进行了座谈。冯伟表示，文山市与上海市、浦东

新区的协议内帮扶资金正稳步增加，人力资源开发也

处于稳步推进中。浦东新区紧紧围绕解决贫困群众的

“基本生产、基本生活、基本教育、基本卫生”四个方面，

从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

帮扶工作从最初的教育、卫生等项目，发展到今天的科

技扶贫、卫生扶贫、智力扶贫、产业扶贫等等，涉及到文

山市农村的方方面面。冯伟建议，两地党政及社会各

界应保持经常来往，频繁开展各类考察活动，加强互访

交流，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在对口帮扶工作中，不断

探索扶贫方式，使帮扶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据了解，1997年 7月，原南汇区积极响应党中央、

国务院的号召，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开

始了对口支援文山市，2009年，南汇区划入浦东新区之

后，浦东新区继续承担对口支援文山市。从 1997年到

201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援助文山市帮扶资金共计

6754万元，在两地帮扶合作部门、对口区县、项目责任

单位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努力下，项目建设按计划

完成，拉动4.9亿元的资金投入，建设包括示范工程、人

畜饮水、“白玉兰”卫生室、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重点村等

263项扶贫项目。文山市21254户60312人从中受益。

孙继伟会见
文山市党政代表团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周六，临港滴水湖畔迎来了近万名

爱心人士。在第29个“12·5”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

由共青团浦东新区委员会，浦东新区青年志愿者协

会、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浦东新区分会主办的“点亮你

前行的路”公益嘉年华暨“文明行车 我的范儿”青蜂

侠志愿行动在滴水湖畔启动。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旨在为浦东新区对口支援

的云南文山市儿童公益项目募资。今年，新区在文山

市继续开展第三届“爱的梯队 支教接力”公益项目，

嘉年华现场所筹集的善款将用于文山当地贫困学生

购买小夜灯。

活动现场，来自上海电机学院、海洋大学、海事大

学等6所高校的200多名志愿者、社会招募的近100名

爱心车主和8家爱心企业等都在活动现场提供义卖以

及公益服务。除了跳蚤市场区、爱心企业区、打开后

备箱公益市集区，现场还设置了社团展示区以及新能

源车试驾区等。

此外，7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从浦东川沙骑行78公

里到达“淘公益”嘉年华现场以“捐一件、买一件”的方

式为本次公益活动筹资。

团区委相关人士透露，活动当天，共有万余名热心

群众来到现场。活动共募集善款27000余元，善款将注

入“淘公益”专项基金用于文山儿童公益项目。此外，

团区委还设置了淘宝线上众筹，方便热心公益的人士

通过线上众筹通道为云南的孩子们捐助更多的小夜

灯。今年12月初，载满爱心的小夜灯将送到文山。

为了迎接浦东新区全国文明城区创评，活动当天还

举行了“文明行车 我的范儿”青蜂侠志愿行动出征仪

式。仪式上，首次发布了抵制五大不文明驾车行为的“青

蜂口号”，并由现场百余名车友一同在私家车上张贴了代

表抵制不文明驾车行为的“道路青蜂侠”车贴。

“点亮你前行的路”
公益嘉年华举行

■见习记者 曹之光 浦东报道

硕大的多功能教室内，200多位

大学生伏在电脑前，麻利地敲击着键

盘，传出阵阵的“咔咔”声。纸张、饮

料以及吃了一半的外卖披萨，几乎躺

在每一台电脑旁，显示出这是一个艰

辛而漫长的过程。昨天下午 2点，上

海纽约大学举行的“创客上海”编程

大赛进入收尾阶段，已经忙碌 24 小

时的大学生“创客”们，正为自己的作

品进行最后的调试。

据悉，大学生持续工作 24小时，

设计完成一项创新应用开发的“创客

马拉松”活动在美国十分风靡。每

年，成千上万名的大学生“创客”在活

动中相聚，展示各自的创新能力、编

程技艺与市场敏锐度。而此次“创

客上海”大赛，则是“创客马拉松”活

动首次被引入中国。“‘创客上海’是

由 12位相信科技能够改变生活的上

纽大学生，自主发起举办的学生活

动。我们在四个月里，进行了筹资、

宣传、活动设计等一系列的准备工

作。”主办者之一、上纽大大二学生李

思遥介绍，“创客上海”吸引到来自北

大、清华、复旦、交大等国内高校，以

及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新加坡国立

大学等海外大学的“创客”。活动从

上千份申请中优中选优，筛选并邀请

200位中国学生、50位外国学生参加

比赛。

比赛从11月15日下午2点开始，

不间断持续 24小时。活动中，250人

组成 60个小组。每个小组首先合作

完成对某项产品或应用的市场前景

分析，随后就此写出基础程序。在比

赛结束后，每个小组进行一个简短的

公众展示，让企业、社会机构的专业

评委进行评审。作品不限主题，内容

完全开放，所开发的应用需解决人们

日常生活的一个问题。

上纽大大二学生余点与其他高

校的 3个大四学生组成的团队，完成

了名为“基于语义与概念可视化的

群聊主题总结应用”的作品。余点

向记者介绍：“Facebook、微信、QQ

等社交应用，往往都能在短时间内

冒出几百条信息，一条条浏览容易

让人感到烦躁。而我们的应用通过

语义识别，能够归纳、提取信息中的

关键词，生成图像，告诉人们哪些是

重要信息，哪些是冗余信息，方便社

交应用的使用，未来还将有更广泛

的商业前景。”

主办方表示，“创客上海”希望

为有天赋、有能力的大学生“创客”

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充分享受创

新与设计带来的乐趣，设计出兼顾

创意、可操作性与市场价值的新产

品。

为大学生“创客”提供一个平台

上纽大举办24小时编程比赛

图为参赛大学生正在为自己的作品进行调试。 □Kylee Borger/摄

中美专家
联合义诊
关注糖尿病与肥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