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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烁 浦东报道

“谢谢你们！给我送来这么好的手

机，我以后联系哥哥就方便了！”昨日，85
岁高龄的重残孤老范国华收到了几位年

轻人送来的手机，满心感激。

老人的心愿是第六季沪东微心愿众多

心愿中的一个，给他送手机的是区委办青

年干部能力特训营的成员们。日前，第六

季沪东微心愿启动，区委办特训营成员积

极认领微心愿，先后共认领了18个。

除给范国华老人送去手机外，特训营

的成员们还给退休后担任小区合唱队指

挥的马敏华阿姨送去了演出长裙，给生活

困难的陈星月阿姨送去了微波炉，给刚有

了可爱宝宝的残疾人家庭送去了婴儿辅

食料理机……

之前的三期特训营，学员们通过参加

“一个鸡蛋的暴走”募捐、支教资助偏远地

区儿童、帮助辅读学校孩子作品义卖，发

挥了自身的公益力量。此次参与沪东微

心愿活动，帮助身边的人，一方面培养了

大家的公益心，另一方面也让青年们有机

会深入基层，了解区情民意。

昨日帮许愿人实现心愿后，第四期特

训营班长胡伟群很受触动。他觉得，这样

面对面帮身边的人实现心愿，公益感受更

为直接。“参加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认识

到，除了要在工作上提升个人能力外，作

为个体也要对社会有贡献。”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浦东报道

1月 17日下午，周家渡街道“弄潮计

划”首期青年人才培训班结业，20名青年

学员通过9周的培训，实现了自我锻炼与

成长。

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长期集中培训，

“弄潮计划”以“新思潮”为主题，采用不脱

产自主学习和“0.5+1”的创新培训模式开

展，即培训期内利用每周1个半天或全天

的时间安排集中学习，以此来保证学习、

工作两不误。

20名来自街道机关、事业单位、居民

区以及社区单位的优秀青年在 9周培训

时间里，先后参与户外拓展、参观新媒体

公司、参加世博健康跑等活动。

此外，学员们也完成了“读完3本书、

撰写 20篇读书心得、完成 1本实践笔记、

编写 5份调研报告”等“书面作业”，青年

们关注城市网格化综合治理、社区志愿服

务、基层自治工作、垃圾“e”分类等社区热

点，开展了扎实、充分的研究。同时，学员

们尝试“跨界”学习，对街道信息化建设与

睦邻党建工作开展调研，并建言献策，给

出了许多新的思路。

九周的时间里，“弄潮儿”充分体会到

“新思潮”的真味。班长孙琼说：“回看我

们一起走过的日子，从一开始被动应付，

到现在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勇于挑战、敢

于跨界，今天的我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

天星。”

当天结业典礼共用五个篇章展现“弄

潮儿”的学习成果。在“启航吧、弄潮儿”

和“碰撞吧、创意 show”中，学员们以音乐

剧、歌声、独白、朗诵等形式表达了培训的

感受，展现各自的才艺；在“前进吧、新青

年”中，一份份调研汇报，有力证明了青年

的培育成果；在“倾听吧、新思潮”中，学员

用TED演讲的形式讲述自己对工作、生

活的感悟。

据悉，第二期“弄潮计划”将于3月开

班，届时将有更多周家渡青年勇立潮头。

■通讯员 潘洁沣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日前，上海海事局在辖区内全面开展

针对客运船舶和危险品船舶的安全大检查

活动。

期间，上海海事局共实施客运船舶安

全检查 127艘，发现缺陷 463项，滞留船舶

1艘。除2艘船舶因缺陷未整改而停运外，

其他所有客运船舶均复查合格，确保投入

运营的客运船舶检查率100%，缺陷纠正率

100%。上海海事局对2艘客运船舶因涉嫌

违章进行了行政调查处理。一艘是因为船

舶AIS设备信息未更新；一艘是船长值班

前违规饮酒。另外，检查危险品船舶 51
艘，发现缺陷311项，滞留4艘。

上海海事局方面表示，春运期间还将

持续加强对客运船舶的现场检查，确保春

运期间辖区水上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葛培 陈梦琪

日前，上海海事法院连云港派出法

庭内温暖如春，派出法庭法官们将被拖

欠近3年的工资发放到“海亿洲1”轮船

员手中。

2015 年 10 月，“海亿洲 1”轮上的

30余名船员因船东上海亿洲航道工程

有限公司长期拖欠工资，向上海海事法

院提起诉前保全申请，请求依法扣押该

轮。为保障船员合法权益，上海海事法

院启动民生权益保护“绿色通道”，第一

时间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次日即作出

准予扣船裁定，随后迅速前往江苏省响

水县燕尾港对停泊于灌河边的该轮实

施了司法扣押。考虑扣船期间船舶与

船员安全，法院又设法安排将该轮拖带

至更为安全的连云港港口停泊。

法院判决亿洲公司支付全部船员

工资和遣散费。判决生效后，亿洲公司

并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船员们随即向

上海海事法院申请拍卖“海亿洲1”轮。

海事法官紧锣密鼓地推进验船评

估等前置程序，并充分借力网络司法拍

卖平台优势，最终“海亿洲 1”轮以高溢

价率成功拍卖。

“海亿洲 1”轮司法扣押期间，大

副、轮机长等6名船员一直留守看管船

舶，为确保长期在船船员能及时领薪离

船、返乡过年，海事法院立即着手依法

制订船员工资发放方案，一方面安排人

员及时接手船舶，另一方面第一时间将

这些留守船员的工资发放到位。对于

其他已离船登陆的船员，海事法院亦将

在节前以转账形式陆续将相应工资款

项发放给他们。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日前，浦东党建微信平台举办的第三

期“情暖冬日——扶贫攻坚我助力”微心

愿活动完成认领，全区 137 个贫困村的

312个微心愿一一实现。

2016年 12月下旬，浦东党建微信平

台启动第三期微心愿征集活动，主要面

向新区范围内 137个经济薄弱村内的困

难群众，共征集到 312个心愿。一个月不

到，全区各级党组织、党员群众积极行

动，通过浦东党建微信平台认领微心愿，

给困难群众送去了温暖和慰问，传递正

能量。

活动中，全区各街镇、单位的党组织、

党员干部积极带头。大团镇班子成员纷

纷争“抢”微心愿，有的为许愿人送去盼望

已久的洗衣机，有的冒雨为困难家庭送上

冬被及生活用品；浦东育童小学党支部认

领了书院镇朱老伯的微心愿；环保局信访

应急处党支部与祝桥镇小倪小朋友结对，

实现了其“希望有一辆自行车”的愿望；教

育局成为认领大户，共“抢”得 111 个心

愿，包揽总数的三分之一。

“两新”党组织也积极参与。本次微

心愿活动一开始，航头镇社区党建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就收到了这样一个心愿：梅

园村有一户困难户，户主张老伯是一名参

加过核爆实验的退伍老兵，家中有一个弱

智女儿，妻子患病多年也需要照顾，他自

己双腿也有疾，时常疼痛，老人家一直以

来的心愿就是想在楼梯上安装一个牢固

的扶手。最终，这个心愿作为本期活动的

第一个微心愿被发布。

心愿发布近十天，来自洋泾的孙女

士代表其所在的企业成为了认领人，她

还认领了航头镇的另两个微心愿。元旦

刚过，企业工作人员就拿着爱心物品来

到航头镇，为长达村的困难家庭送去了

舒缓疾病疼痛的足浴盆，为果园村老年

活动室安上了彩电，并到张老伯家上门

进行测量。1 月 11 日，安装工人再次来

到张老伯家进行扶手安装，张老伯连连

说好，连声感谢。

陆家嘴金领驿站微信平台也积极发

布微心愿，号召更多有爱心的党员、白领、

企业加入进来。“今天能拿到帮扶家庭的

地址和信息吗？当天拿到我们当天就采

购电视机，第二天就送温暖上门，一定确

保最快的速度。”1月 4日上午，某爱心企

业上海运营总监徐阳、总经理储开逢匆匆

来到上海中心金领驿站，希望认领一个浦

东党建帮扶家庭的微心愿。他们认领的

是来自祝桥镇金同学的微心愿，他父亲早

逝，母亲离家，生活的重担全落在了爷爷

奶奶身上，金同学希望有台电视机来相伴

爷爷奶奶。

第二天，爱心企业和陆家嘴金领驿站

的员工叩响了金同学家的家门，给他们送

去了电视机，更为他们送去了冬日的温

暖。徐阳说：“一台电视机对企业来说微

不足道，但对小金却是一大心愿，我们应

该尽这份社会责任。”

寒假前夕，浦东新区新世界实验小学在校内安装了一套纽艾尔水洗式学校空气智
能净化新风系统，以提高室内的通风率，有效净化室内空气，促使学校教室小环境的空
气质量全面提升。据悉，该系统采用物联网技术，可动态监测教室内外空气指数，根据
教室内外空气质量自动启动相匹配的工作模式。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意见》系列导读①：
读懂未来14年安全生产工作总体方向（三）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现

就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提出如

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1、思想引领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

意识）”，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

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

浦东党建微信平台“情暖冬日”
一个月内312个微心愿全部被认领

浦东机关青年帮困难群体圆梦

海事局春节前完成
船舶安全大检查

上海海事法院拍卖扣押船舶
留守船员有薪过年

新世界实验小学安装新风系统

“弄潮计划”首期培训班结业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陆家嘴长者综合照护家园运营一段

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社区老人“恋”上了

这里。

陆家嘴长者照护家园是一个综合性

的社区为老服务机构，负责人陈维介绍，

多位住养老人已经习惯了这里的集体生

活，春节也打算在这里度过。94岁的贾

老伯表示，除了回家吃年夜饭，其他时间，

还是在家园里更习惯更舒心。除了24小

时的住养老人、“朝九晚五”的日托老人，

机构还对周边社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喘

息”服务。66岁的郑志梅阿姨前不久被

车撞到了右脚，手术之后急需护理服务，

她在陆家嘴长者家园住了一个月。郑阿

姨告诉记者，手术后躺在床上不能自理，

端茶倒水洗澡吃饭的事情全由护理人员

帮忙。春节马上就要到了，郑阿姨也恢复

得差不多了，按照原计划，郑阿姨准备和

子女一同外出旅游。

陈维告诉记者，家园还对社区开放了

助浴服务，春节前后，陆家嘴街道将对社区

困难独居老人发放一批助浴券，老人可以

来家园洗澡，尤其是需要介护服务的老人，

家园会给予初步的身体评估，再由专业服

务人员帮助老人洗澡。医疗康复服务是老

人最需要的服务内容，家园通过便民服务

日的形式在社区推广，让更多的老人能够

得到服务。陈维表示，在各个服务项目成

熟完善之后，陆家嘴长者综合照护家园将

会面向社区老人推出个性“服务包”，比如

日托、理发、扦脚、助浴等，让更多老人不

出家门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社区老人“恋”上照护家园

昨天，区委办特训营学员将一套长裙送到许愿者手中。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