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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车间来了个年轻人
——记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金高公交公司杨金良

（174）

浦东金高公交公司车间主任杨金良

是位70后，不但技术过硬，而且管理思维

创新，让车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9年，杨金良到金高一分公司担

任车间主任一职。看到这个三十出头的

小伙子，车间修理工们起初并不以为然。

可是，杨金良毫不气馁，他主动与大家沟

通，找出车间管理存在的弊端。同时，他

制定了一系列的车间修理和文明生产制

度，通过6S管理制度上墙，制作车间宣传

廊等方式，使车间管理制度更规范化、公

平化和透明化。

从修理工一步步成长为青年管理者，

杨金良凭借的是勤学好问。他利用业余时

间完成了修理专业的本科学习和修理技师

的学习。对于学业，他始终不满足，成为技

师后他仍继续高级技师的专业学习。

同时，他把学习成果融入了日常管理

工作中。2012年，在他的带领下，一分车

间率先成立了分公司车间技师工作室。

工作室成立后，一直致力于技改创新，一

项项技术成果应运而生，例如“离合器压

板的正确安装调试方法”、“自动刹车调整

臂的技改”、“发动机吊装支架的改造”、

“国 IV 发动机排气管的技改”、“万象

SXC6890G3车型喇叭接触器技改”等，为

分公司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数十万元材

料费用。

其中，仅 2013年一年，杨金良的“离

合器压板的正确安装调试方法及自动刹

车调整臂”两项技改，共同获得了2013年

度浦东新区职工科技创新先进操作法的

荣誉。2014年，他的GPS、DVR实训操作

台项目和申沃车后操纵机构改造再次获

浦东公交职工科技创新项目成果一等奖

和三等奖。

作为一名党员，杨金良生动诠释着车

间带头人的角色。2014年，他带头参与

制定了部门党支部服务一线职工的党建

工作机制，即每月上、中、下旬，由他作为

技师工作室的代表，下到基层一线，了解

职工对修理方面的需求和建议，并从中找

出修理车间工作中的不足，为职工答疑解

惑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此一来，杨金

良把车间党员、职工仅仅团结在了一起。

在同事眼中，杨金良没有什么官架

子，就是喜欢研究技术，平时也总是惦记

着大家。车间有职工生病住院，或是逢年

过节，他总会买好营养品，上门慰问生病

或困难职工家庭；高温季节修理工户外作

业十分辛苦，他自掏腰包为职工们买来消

暑解渴的大西瓜；临近春节，面对32名外

来修理工回家过年的渴望，在不影响工作

的前提下，他与职工们谈心，为大家合理

安排好回家的批次。只要杨金良在，大家

伙觉得心里踏实。 （记者 黄静）
点评：杨金良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在

平凡的岗位做出了令人称赞的成绩，成为

了职工们学习的典范，也将小小的车间变

成了发挥聪明才智的大舞台。

身为车间主任的杨金良也是一位修理技师。

第二十五条 禁止损坏、擅自移

动、涂改、遮挡公路附属设施或者利用

公路附属设施架设管道、悬挂物品。

第二十六条 禁止破坏公路、公路

用地范围内的绿化物。需要更新采伐

护路林的，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出

申请，经批准方可更新采伐，并及时补

种；不能及时补种的，应当交纳补种所

需费用，由公路管理机构代为补种。

第四十七条 公路管理机构、公路

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的规定对公路进行巡查，并制

作巡查记录；发现公路坍塌、坑槽、隆

起等损毁的，应当及时设置警示标志，

并采取措施修复。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现公路

坍塌、坑槽、隆起等损毁，危及交通安全

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疏导交通，并通

知公路管理机构或者公路经营企业。

其他人员发现公路坍塌、坑槽、隆

起等损毁的，应当及时向公路管理机

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

浦东新区公路管理署

《公路安全保护
条例》宣传摘编

（二）

历经3个月的各种活动，以及培训社交礼仪，来自张

江高科技园区28家企业的28位佳丽，完成了从“张江女”

向“张江女神”蝶变的过程，9月10日，2015地球小姐——

张江女神的冠亚季军诞生。

总决赛现场精彩纷呈，复古的旗袍秀、性感活力的

泳装秀、各展神通的才艺表演以及典雅的礼服秀，让在

场的粉丝尖叫不已。10位来自社会各界的专业评委，根

据选手现场表现最终评选出前3甲：冠军：浦汐清(ZTE)；
亚军：解一（GE）；季军：曾一然（SIT）。

除了现场评选出的 3位佳丽，主办方通过平时各种

有趣的活动还评选出 7 个单项奖：环保女神：王丽娟

（TCL）；慈善女神：解一（GE）；礼仪女神：陈晔桢

（SMIC）；创新女神：解一（GE）；健美女神：王梅燕（花旗

软件）；人气女神：沈玲琳（HP）；才艺女神：浦汐清

（ZTE）。

今年博雅酒店第一次和张江发展促进会以及地球

小姐中国区组委会共同举办 2015地球小姐——张江女

神的活动，相信明年会更精彩。

张江女神破茧成蝶张江女神破茧成蝶

■本报记者 蔡丽萍 通讯员 吴磊

近期，奉贤菜农金某等 3人来到浦

东农委执法大队，诉称他们施用了浦东

一农资店推荐的农药后，6.6亩豇豆出现

药害，严重影响了豇豆生长，甚至部分已

无法结荚，造成了经济损失。浦东、奉贤

两区农委执法大队通力合作，2天内快

速有效处置了该事件。

当天接诉后，浦东农委执法人员随即

对金某所说事件展开调查并制作询问笔

录，并对其所述的农资店进行查证。第二

天上午，执法人员到该商店，对其负责人

进行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证实该店确实

有上述经营行为。下午执法人员随即会

同奉贤农委执法大队、农资商店负责人赴

奉贤区农户种植地开展实地调查，现场调

查情况与农户反映的基本相符。

执法人员经过分析判定，此药害事

故因推荐使用的农药浓度过高所致，农

资商店应负主要责任。执法人员随即开

展现场调解，经双方合理协商，同意将药

害豇豆以药害轻重进行分类，并按照受

损程度作一定经济补偿，最终双方达成

共识，农资商店补偿农户共计 1.28万元

作一次性了结。

■本报记者 蔡丽萍 通讯员 沈建

提高农民就业率、就业水平和就业能

级，是新区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向。日前，

青年涉农创业就业基地在合庆镇博翼青

年中心揭牌，基地今后将积极培养农业青

年人才，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在新区农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

占到绝对比重，占比达70%左右。为解决

农村求职青年就业困难问题，同时培养农

业青年人才和领军人物，带动当地农民共

同增收致富，合庆镇将先后开启合庆火龙

果基地等三大农业基地，作为农村求职青

年的见习基地，为农村青年提升就业技

能，搭建就业平台，同时也将这些见习基

地逐步打造成培养农业青年人才和领军

人物的摇篮。

揭牌仪式现场，合庆镇团委与上海交

大农学院团委签订了《“镇校合作”培养青

年涉农技能人才和开展农业专业对口实践

结对共建协议书》，上海合庆火龙果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与求职青年签订了《浦东新区

合庆镇创业就业基地学员见习协议书》，共

有百余名农村求职青年参加此次活动。

■见习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大团镇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

将打造全区“乡村休闲旅游招牌小

镇”，其中，在东大公路两侧打造一个

“十里桃花廊”的桃花观光带。目前，

相关工作已启动。

农业是大团的金字招牌，大团也

是名副其实的果林大镇、“水蜜桃镇”，

水蜜桃种植占全区近 1/3，且有上海

桃花节节庆品牌底蕴。实际上，大团

还有“三多”：基本农田多，占全区耕地

7%；农村人口多，占全区 1/9；河道水

面多，水面率12%以上，为全区水面率

最高的镇。概括说，大团是全区最农

业、最乡村、最水乡的区域，如何将这

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利用起来，将是破

解大团镇基于农业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难题的关键。

大团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经过

大量实地走访和调研发现，目前上海

已形成一个以都市白领阶层为主体的

休闲度假旅游群体。统计显示，有

75%的上海旅游者希望有 3-5天的郊

区度假消费假期，高品质的乡村休闲

旅游对城市居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大团镇镇长温映瑞介绍，大团镇

正在培育乡村休闲旅游资源“十大”系

列，其中包括大团“十大农庄”、“十大

乡村垂钓基地”、“十大桃园”、“十大特

色农园”、“十大景观河道”等，在保持

土地和村宅现状，不增加建设用地面

积，不占用耕地的基础上，谋划“大团

的‘十三五’。”与此同时，大团还组织

了专业机构参与规划。温映瑞表示，

东大公路两侧桃林密集、交通便捷、村

宅开阔、河流众多，《东大公路（大团

段）乡村休闲旅游黄金走廊带总体规

划及局部详细规划》条件最为成熟，影

响力也较大，镇里准备将其打造成上

海桃文化桃产业研发带、上海迪士尼

游乐延伸带以及上海农业创客集聚

带。

大团镇政府相关负责人透露，下

一阶段将组织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新

经济组织。譬如，成立乡村旅游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筹备组，聘请、抽调精干

人员开展相关工作，公司基本职能是

为大团乡村旅游资源的招商、乡村节

庆活动的组织策划及宣传推介、乡村

旅游项目的合作开发、乡村旅游发展

的服务管理等。同时，成立旨在捏紧

拳头、提高品质、树立形象、辐射带动

的大团镇乡村休闲旅游服务联盟

（筹），首期大约由20家会员构成。

业内人士指出，可以把发展乡村

休闲旅游产业的位置和原则思路写入

新区“十三五”规划。目前，全区主要

的涉农镇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存在硬件

投入较多，吸引社会资本不足的情

况。相关职能部门可以借鉴浙江、江

苏等地经验，抓紧出台一批支持乡村

旅游发展的政策，包括发展民宿、精致

农业、观光农业的政策，建设一批特色

农园、水果公园，支持乡村旅游管理服

务公司、乡村旅游合作社的发展，通过

调整“美丽乡村”建设相关公共政策结

构，发挥公共政策杠杆作用。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9月15日，浦东新区第十四届家庭文

化节暨第十七届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拉

开序幕。

活动由新区妇联主办，今年的主题是

“树立科学家教，涵育时代家风”。新区妇

联将开展一系列活动，主要包括：“最美家

庭”风采、家庭亲子活动成果、低碳环保等

宣传，并开展“绿色生活你我共创——

2015年百万家庭低碳回收日活动”，通过

发放宣传手册、废弃物回收置换盆景和小

礼品活动，宣传垃圾分类理念。

启动仪式上，新区妇联还开展了“空

中父母学堂”线下活动，为社区家长送去

家庭教育精品讲座，传递“关爱父母，营造

家风，成就孩子”的家庭教育宗旨，帮助和

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

新区妇联还携手上海现代服务业发

展研究基金会，在社区开展爱牙服务沙

龙活动，帮助社区家长和孩子树立“健康

身体，从齿开始”的理念，正确掌握科学

的牙齿保健知识，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助

力。

新区妇联相关人士介绍，本届家庭文

化节和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形式多样，接

下来还将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员培训暨《托

起明天的太阳》首映式、“我眼中最美家

庭”故事比赛、浦东新区“十佳最美家庭”

大众评选、低碳环保主题活动，全区 36个

街镇也将相继开展系列活动，将家庭教

育、家庭美德建设、家庭文化建设、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志愿服务、低碳家庭建

设等工作融入和渗透到家庭文化节暨家

庭教育宣传周的各项活动中，形成上下联

动的同城效应。

“十里桃花廊”串起乡村旅游产业带
大团镇筹建乡村休闲旅游服务联盟

第十四届
家庭文化节开幕

培养农业青年人才 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合庆镇建立涉农创业就业基地

农药药害事件
获快速处置
农资店补偿农户1.28万元

活动中，小朋友学习爱牙知识。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黄丹 郑岗

只为寻找自家走失的鸭子，叶某不

慎折断邻居家的树枝，双方发生争吵拉

扯，引出一场纠纷。

家住浦东农村的叶某与金某毗邻而

居。因自家散养的鸭子走失一只，叶某

房前屋后到处寻找，不慎将金某家的果

树树枝折断，金某见状，大声责备，双方

顿起争执，并升级为肢体冲突。推搡中

叶某倒地，造成左股骨头骨折，而金某却

拒绝承担责任。

叶某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要求追

究金某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同时提出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要求。法院调查，叶

某所提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金某构成故意

伤害罪，但因金某对叶某受伤存在一定

过错，判决金某应向叶某赔偿经济损失

10万余元。

因琐事打伤邻居
金某被判赔偿10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