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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浦东时报》原副主编谢国平耗

时7年所著的新书《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日前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版发行，并将于 8 月参展 2017 上海书展。这是继

《财富增长的试验：浦东样本》《浦东故事：这样的梦想更中

国》后，作者聚焦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三部著作。赵启正、熊月

之为本书作序推荐。

《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全书共 15章、46万字。作者谢

国平从对浦东地名释义开始，依次叙述了海岸线的迁移与浦

东成陆历史、盐业发展及新场等集镇的繁荣、精耕农业的发

展、浦东人走向大海的努力与困顿、浦东与浦西落差的形成、

浦东人依托浦西城市寻求发展、近代浦东籍绅商在浦东的近

代化创举、浦江两岸交通联系、开发开放浦东战略的形成、大

浦东行政区的形成、浦东先行先试等多方面巨大成就。谢国

平希望以本书为浦东树碑立传：“浦东开发是发生在我们这

个时代的传奇故事，属于浦东，也属于世界。浦东开发史，可

视为中国梦的一个生动、切实的案例。”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浦东新区管委会第一任主

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评价说，作者谢国平

扎根浦东，一直在写浦东。多年来，他既是一个新闻记者，也

是一个“旧闻记者”，他不仅仅记录现实，也研究历史。他认

为，本书作为浦东开发“同代记者”写出的浦东开发的“原始

的历史”，它为后继研究者的“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

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

特聘教授、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评价：“本书是大浦东

一部比较完整、翔实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报讯（记者 徐玲）7月14日，

2017年浦东新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全

体（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

老龄委主任冯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由副区长管小军主持。区老龄

委全体委员单位委员、各街镇老龄

工作分管领导出席会议。

冯伟强调，当前，党和国家对老

龄事业和养老体系建设的重视程

度、创新维度、推动力度前所未有。

作为上海最大的城区，浦东新区的

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据预测，新区

户籍老年人口到 2020年将增长至近

100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十分

艰巨。浦东要准确把握新时期老龄

工作的形势和任务，老龄委各委员

单位、各街镇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密切配合，协同推进，不断增强老龄

工作整体合力。

冯伟指出，在服务供给方面，要更

加突出社区养老的重要性，加快推进

两项试点——社区养老“15分钟服务

圈”建设和“养老服务包”工作，提供多

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在服务保

障方面，重点要在推进医养结合上出

实效，按照“医疗资源辐射养老、养老

政策反哺医疗”的理念，不断提升医养

结合的能级水平。同时，坚持政府引

导、市场驱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老龄

事业发展。新区要加快探索研究养老

设施公办民营模式的管理办法，为民

间力量参与养老提供指导。做大增

量，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市场，利用

浦东技术、人才等优势发展养老服务

产业，支持创新创业，鼓励社会认可度

高的企业或组织品牌化、连锁化、规模

化运营养老设施。盘活存量，整合改

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提升

现有养老服务设施效能，把宝贵的养

老服务资源用好。提升质量，推动服

务转型，依托现代技术手段提升养老

服务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继续

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机构、社区及居家养老服务

等领域的建设与管理，促进社会组织

在老年人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

藉、紧急救援、法律服务等方面更好地

发挥作用。

本报讯（记者 黄静）7月 14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副秘书

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调研东岸贯通工程现

场。

杭迎伟一行首先来到上海船厂滨江绿地现场，听取了船

厂绿地工程进展情况介绍。随后，他又前往民生码头 8万吨

筒仓现场，听取空间艺术季筹备情况介绍。第三站，他步行

考察了立新船厂，听取立新船厂收储进展情况。现场考察结

束后，杭迎伟在东岸三林公司召开座谈会，听取了东岸集团

关于三林环外区域开发建设整体推进情况的汇报。

杭迎伟表示，东岸贯通工程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他

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前期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杭

迎伟强调，当前要咬定目标、一鼓作气，以贯通开放作为主

线，全面实现浦江东岸的贯通开放；要最大限度地保护沿江

的工业遗存，挖掘码头、船厂、仓库等工业遗存的文化内涵，

打造文化东岸；始终要有浦东创业的精气神，要将勤俭办一

切事业的精神体现在东岸贯通工程中。下一步，还要进一步

推进东岸贯通工程的公共配套服务、管养体制机制等工作。

本报讯（记者 徐玲）7月 14日，上海恒基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丹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顺旦向

上海市双拥基金会浦东分会捐赠人民币10万元，为浦东新区

300多名在乡复员老兵送上八一建军节慰问。

王顺旦是一名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同时也是一名老兵，十

几年军旅生涯的历练，让他对部队、对军人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双拥基金会浦东分

会会长庄品华表示，王顺旦秉持军人爱国爱民、不怕吃苦、勇于

担当的精神，艰苦创业，被评为上海市优秀企业家，离开部队不

忘部队，热心公益、反哺社会的高尚情操值得赞扬并大力弘扬。

捐赠仪式上，来自康桥镇的 4位老军人代表和王顺旦一

起追忆往昔峥嵘岁月，老军人们都奔赴过朝鲜战场，1932年

出生的顾孝良曾是一名侦察兵，他左大腿上弹片留下的伤痕

依然在目，现场人员都对老兵充满敬意。巧的是，当天正好

是顾老85周岁的生日，老兵们一起，为战友送上生日祝福。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将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和

市、区关于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全社会树

立崇尚功臣、学习功臣、关爱功臣的良好风尚，同时也将号召

更多老兵、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关心双拥工作，关心英雄

和功臣。

本报讯（通讯员 李高明）日前，浦东新区企业、企业家

联合会召开四届六次理事会和四届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

透露，浦东企联决定成立上海自贸试验区企业和企业家联

盟。会上，8家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受表彰。

据了解，浦东企联为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参与自贸区

建设的作用，经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作出此举。自贸区企业

联盟与浦东企联原则上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是浦东先试先

行，拓展服务政府、服务企业的一项重要新举措。目前，自贸

区企业联盟拥有注册会员900余名，有173名企业代表组成执

行委员会，围绕服务政府、服务企业这条主线，举办相关政策

咨询，组织各类培训讲座，推进创新经验交流，开展经贸项目

考察活动，搭建开放合作平台，探索创业转型发展模式。

本报讯（记者 徐玲）7 月 15 日

晚，张江镇政府举办了一场“军歌快

闪”活动，青年演员、社区群众、驻区

单位一起，用当下流行的“快闪”艺术

形式献礼建军90周年。

在热闹的长泰广场美食街，4名

阿卡贝拉青年歌手从食客中悄然起

立，清唱军歌《当兵的历史》，“十八岁

十八岁，我参军到部队，红红的领花

印着我开花的年岁”，开启快闪活动

序幕。市民们被歌声吸引，纷纷寻找

声音的源头，掏出手机一路跟拍。

随着小号手吹响集结的号角，歌

手和围拢的人群往长泰广场中央大街

走去，英姿飒爽的驻区武警官兵挥舞

着红旗，区域企事业单位的青年代表、

社区银发舞蹈爱好者从四面八方围拢

而来，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雄壮的歌

声明快嘹亮，一首首耳熟能详、振奋人

心的军旅之歌让观众热血沸腾。最

终，10名武警战士将一面五星红旗从

长泰中庭2楼向一楼展开，演员则定格

成五角星八一队列造型，现场市民纷

纷拿起手机，一些市民还挥舞起了手

中的小国旗。10分钟的“快闪”活动，

让市民沉浸其中久久不愿散去。

来自谢晋艺术学校的“95后”王

佳宝参与了热舞环节的演出，满头大

汗的他感觉非常震撼，非常“燃”。他

说：“我们和社区爷爷奶奶，武警哥

哥、中国商飞的青年们一起，用行为

艺术纪念八一建军节，非常新颖，充

满了正能量。”社区舞蹈老师施燕芳

从小在部队长大，59 岁的她认为和

60 多名社区居民一起战高温、迎八

一特别有意义，“每一首歌曲，每一个

舞蹈动作都让我们激情四射，能感染

更多的市民爱军、爱党，激发大家的

爱国主义情怀。”

据悉，“快闪”活动将被打造成张

江镇的品牌文体项目，唱响主旋律弘

扬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吴燕）7月15日，

“锦绣之子”2017年第十五届仲夏音乐

会，在位于张杨北路3207号浦东新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红领巾剧场内奏

响。这是青少年活动中心总部乔迁新

址后的首场演出，也是上海市学生艺

术团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

团演绎的第十五场仲夏音乐会。

当天，乐团精彩呈现的8首曲目

中，除了第一首音乐交响诗《红旗

颂》，其余 7首都为协奏曲。来自管

弦乐团的7名小乐手被推到了台前，

他们中有小提琴手、大提琴手、小号

手、长笛手、巴松管手等。其中，年龄

最小的11岁，最大的18岁，他们都是

青少年活动中心西乐人才培养计划

的受益者。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冀

瑞铠的指挥及乐团其他小乐手的默

契配合下，7名小乐手演绎了贝多芬

《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梅

尔卡丹特《e小调长笛协奏曲》、阿鲁

秋年《降A大调小号协奏曲》《黄河》

钢琴协奏曲第四乐章《保卫黄河》等

经典曲目。

音乐会上还传出喜讯，在北京刚

刚结束的“2017 第二届中国青少年

音乐比赛”蜂鸟音乐奖的评选上，由

乐团 8 名小乐手组成的两支小乐队

参加了弦乐重奏组别的角逐。其中

一组拿到了唯一一个满分 25 分，获

得第一名；另一组获23分，获得第二

名。舞台上，获得满分的小乐队还现

场加演了一首小曲目。

今年是仲夏音乐会举办的第 15
个年头，如今它已成为新区学子翘首

以盼的年度夏季梦想音乐会。此次

担纲演出的浦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管弦乐团成立于1999年，2011年被

命名为上海市学生艺术团，现有团员

100人。乐团自成立以来，累计排演

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

曲》等近百首交响作品，此外，还创作

排演了《浦东的孩子》《唱响世博》等

新作品。

本报讯（记者 徐阳）记者 7
月13日从新区市场监管局方面获

悉，“美道MD”“订餐小秘书”等平

台上的部分“私宴”餐厅涉嫌无证

经营，该局已对两家平台开展立

案调查。另据监测，由于部分企

业未取得“团体膳食外卖”许可资

质经营“外烩”业务，新区市场监

管局将在全区范围内对未经许可

从事“私宴”和“外烩”经营活动的

企业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一旦发

现确有其事，立即予以法办。

7 月 6 日，曾经活跃在“美道

MD”及“订餐小秘书”两家平台

上的 50 多家“私房菜”突然集体

下架，不仅相应的链接失效，与之

相关的介绍性文章也随之消失。

据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局方面透

露，在 50 多家“私房菜”中，这两

家企业仅能提供其平台上 3 家

“私房菜”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

许可证。

针对该情况，浦东新区市场

监管局已要求上述两家平台立

即将无证照“私房菜”餐厅下线，

并按照规定公示入网经营者食

品经营许可证等信息。接下来，

将对曾经将信息发布至“美道

MD”“订餐小秘书”平台上的无

证“私房菜”餐厅进行逐个排查，

并将会对排查到的违规经营者

实施行政处罚。同时，监管部门

将依照《食品安全法》《上海市食

品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美

道 MD”“订餐小秘书”两家平台

进行查处。

“违规无证经营私房菜，当事

人将会被处以不低于 5万元的罚

款。如果无证经营者擅自经营的

食物包括如河豚鱼等严重危害食

品安全的产品，更将会被处于 10
万元以上罚款，情节严重的，将由

公安机关对责任人员进行拘留，

并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新区

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即

日起，该局将充分发挥新区城市

网格化综合管理体系作用，并与

社区共治和住宅小区综合治理相

结合，逐步建立未经许可从事“私

宴”和“外烩”等经营活动的长效

监管机制。

据了解，探索网络订餐平台

“互联网信用监管”机制一直是浦

东保卫食品安全、消除食品安全

隐患的重要监管手段。今年5月，

浦东市场监管局已与多家网络订

餐平台联手，在全国率先探索“互

联网信用监管”。市场监管部门

将市场准入、监管等信用信息第

一时间传送给网络订餐平台并向

消费者公示，督促经营者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网络订餐平台在服务中形成

的商户信用评价、交易记录、投诉

举报等信息同步流向市场监管部

门，实现信息的“双向共享”。同

时建立健全双方信息定期通报、

信用联合奖惩等机制，使失诚信

者寸步难行。目前正在合作的网

络订餐平台已公示了位于浦东的

餐饮单位信息，督促 3000 余家无

证照经营户下线。

浦东户籍老年人口2020年将达100万

推动老龄事业再上新台阶

“军歌快闪”纪念建军90周年

第十五届仲夏音乐会举行

“锦绣之子”倾情演绎音乐梦

私自烧“私房菜”？没门！
浦东将开展无证餐饮服务者专项监督检查

杭迎伟调研
东岸贯通工程现场

老兵企业家
为老军人送八一慰问

上海自贸区企业联盟成立

大浦东新添
完整翔实开发史
《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将参展上海书展

张江军民用“快闪”艺术形式献礼建军90周年。 □徐网林 摄

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管弦乐团在第十五届仲夏音乐会上精彩演出。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