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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希望能发

挥退休教师的作用，通过宣传中国优秀

的传统文化，提高社区居民精神修养，营

造和谐社区。”“一些少数民族的朋友在

金桥落脚，他们的子女到了入学年龄却

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上学，相关部门是

否可以帮下忙？”“我们学校的学生数量

多，但场地有限，如果能利用社区已有的

场地资源作为上体育课的地方就好

了。”……

近日，金桥镇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座

谈会，来自民进、民盟、致公党、农工党、

宗教界、少数民族等15位党外代表人士

与金桥镇主要领导共聚一堂。金桥镇镇

长苏珏旻向与会代表通报了金桥镇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从事教育、医疗、社区管

理等不同领域的代表们结合各自的工作

和体会，为金桥镇的发展建言献智。

来自陆行中学的民进金桥支部副主

委王葆瑜发现，现在社区的老年大学名

额很抢手。“不少退休人员想去老年大学

却报不上名，但社区可以利用退休教师

的资源，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服务社区

居民的精神生活的需求。”她表示，随着

社区面貌、环境的不断改善，社区居民的

精神面貌也需要有相应的提升，可以组

建退休教师队伍，参与搭建社区公益教

育平台，不断提高人们的素质。

座谈会上，金桥镇的领导及相关部

门与代表们积极互动。金桥镇党委书

记王志荣在听到新区民族联金桥镇分

会会长常青希望能为几位少数民族务

工者的子女解决入学问题时，当即让与

会的金桥镇社建办副主任周子茵会后

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看看是否可以帮

助解决。

周子茵是与会的民盟代表之一，在

接受“任务”同时，还主动与王葆瑜交流，

通过退休教师资源更好地开展今年的自

治金项目。

为了进一步汇聚党外人士的智慧

和力量，引导他们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和谐社会建设，金桥镇近日还制定了

《金桥镇关于积极促进统战对象参与社

会治理的实施意见》，将结合金桥镇的

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和难点工作，引导

全镇党外人士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自治金项目运作、社区文化建设、“家门

口”服务等，共同创建金桥镇的统战品

牌。同时，还通过协商议事、联谊交友、

双向沟通、动态报告等制度设计，形成保

障机制。

王志荣表示，金桥是“上海 2035 规

划蓝图”中的城市副中心之一。金桥镇

不仅有本地的居民、也有从上海其它地

方动迁过来的居民，还有 8000 多名外

籍人士，如何促进文化融合是金桥发展

中的重要课题。金桥镇将以城市副中

心的功能定位为契机，推进“文化重镇”

建设，通过听取党外代表人士的意见建

议，鼓励各界人士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的精细化、精准化，

不断提升区域的软实力，建设有温度的

城区，凝聚区域人群，让不同生活经历、

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们都能在金桥安居

乐业。

过春节挂灯笼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象征着阖家团圆、事业兴旺。近日在浦东的大街

小巷，各式各样的大红灯笼已经高高挂起，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增添了不少喜庆的氛围。

在浦兴社区，千盏大红灯笼点靓了6条社区主干道（上图）。而近日在康沈路横桥路口，

施工人员冒着寒风抓紧时间挂灯笼，让市民尽早感受过年的喜庆气氛（下图）。

□徐网林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陈烁

合欢路 2号，是浦东新区行政服务

中心所在地。每天早上上班前一刻

钟，大家就会看到一个娇小的身影出

现在注册大厅。她就是浦东市场监管

局注册许可分局综合科科长陈珮蓉。

3年来，这已经成了她每个工作日的常

态。

2014年，陈珮蓉来到浦东市场监管

局注册许可分局。“当时真是对新接手

的业务一窍不通。”陈珮蓉说。此后每

次市局有培训，陈珮蓉再忙都会去，甚

至在午休时间，她也会跟同事们一起交

流学习，进一步熟悉业务。

2016年初春的一天，高桥石化公司

的一位部门负责人焦急地找到了陈珮

蓉。原来，高桥石化的一张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再有 3个月就要到期，需要续

办。可因为公司正在改制，新的营业执

照尚未拿到，无法按规定提交材料，公

司面临停产可能。

了解情况后，陈珮蓉马上向上海市

质监局反映这一情况，经过陈珮蓉的不

懈努力，最终，市局提出了可以先受理

部分材料，为高桥石化先行办证，待其

新营业执照办出后再补充材料的解决

办法。这也为之后高桥石化顺利成为

全国首个拿到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一

企一证”试点企业打下了基础。

2017年 3月，上海自贸区在全国率

先启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一企一

证”改革试点。改革后，企业最多可节

约检验时间 17-47 天，减少检验费用

700余元至 5万余元。高桥石化原本有

3 类产品，需要分别办 3 张生产许可

证。成为试点后，高桥石化只需办一张

证，而且只用3天时间就拿到了新证。

除了“一企一证”的改革推动外，注

册许可分局推出的每一项改革措施的

最终实施，都离不开陈珮蓉。作为综合

科科长，每项新政计划推出前，她都要

做好前期的协调工作、人员调配、窗口

设置等一系列工作，对每个细节一一把

关，最终使改革由设想变为实实在在的

可操作举措。

陈珮蓉是注册许可分局干部中的

典型代表，正是他们这些在改革一线的

工作者们的齐心协力，才使改革创新不

断推进，促使浦东速度、自贸区速度不

断刷新。

本报讯（记者 黄静 通讯员 魏文亨 向

飞）2018年春运以来，浦东机场口岸迎来持续

出入境客流高峰。2月1日至2月11日，上海机

场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 127万余人次，日

均超11.5万人次，同比增幅近8%。

据介绍，上海机场边检站 2月 10日单日出

入境客流达 12.67 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当

日自助通关人数也高达 3.5万人次，创该口岸

自助通道单日验放量历史新高。据统计，今年

春运期间，已有 36 万人次出入境人员享受了

“10秒自助通关”的便捷服务。

为确保春运期间出入境人员通关顺畅，上

海机场边检站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确保警

力调配最优化，实现用警效能最大化；强化科

技应用，用好出入境自助通道，通过现场局部

广播系统、便携式扩音设备、电子显示屏等加

强执勤现场宣传引导，不断提高自助通道使用

效能。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火车站、机场

等交通枢纽客流猛增，铁路、民航等部门也加

大运力，尽量满足出行旅客的需求。在一票难

求的情况下，滴滴顺风车受到不少人的青睐，

春运以来运送人数已接近去年春运总和。

铁路发送旅客创下新高

昨天，在铁路上海站南北广场的售票大厅

里，每台自助取票机器和每个人工售票窗口前

都排起了长队，除了取票、购票的，前往退票和

换票的旅客也不少。

2月 10日，上海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首次

超过 50万人次，达到了 50.1万人次。据介绍，

一直到 2月 14号，上海各火车站发送旅客量仍

将维持高位。昨天三大火车站共发送旅客再

达约50万人次规模。

春运客流已经进入高峰期，铁路部门提醒

旅客需早出门、早取票，尽量提前出门，为安

检、取票等留足时间，以免耽误行程。

同时在过去一周，东航北京、上海、广州等

重点区域的航班一直处于基本满客状态。旅

客主要流向全国各省会城市。春运前十天，东

航在上海浦东、虹桥机场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

超过8900架次，运送旅客近120万人次。

顺风车助力春运

今年，滴滴顺风车再次加入春运大军。据

滴滴顺风车事业部的统计，今年春运前 10日，

已经有 758万人乘坐顺风车返家，占到同期铁

路发送旅客数（9000万）的 8.42%，民航发送旅

客数（1601.91万）的47.3%。这一数据接近了滴

滴顺风车在 2017 年春运期间 843 万的运送人

次数，相当于增开了 11347 辆 8 节动车组或者

4.2万架波音737客机。据滴滴顺风车预测，今

年春运期间预计将运送3300万人次。

数据显示，大部分顺风车旅途距离在30公

里-100公里之间，目前已出行的订单中，最远

的一单是从宁波到楚雄州，距离长达2400多公

里。与传统出行方式相比，顺风车还能捎带上

宠物跟主人回家过年。数据显示，今年春运以

来滴滴顺风车已经运送宠物超过12万只。

公路将迎出城高峰

据市路政部门预测，春节放假前一天（2月

14日）高速公路车流规模达到 76万辆次，同比

去年同期增长10%。当天从午后起各射线高速

公路G2、G15、G40、G50、G60等出城方向流量

逐步增加，晚高峰后将会出现时段性拥堵。尤

其是前往崇明以及江苏启东、海门，G40沪陕高

速作为唯一的高速通道，车流量已近饱和，其

中长江隧道、长兴岛服务区、高东收费站、陈海

公路出入口会成为主要拥堵节点。

据悉，针对冬季可能出现的寒潮、冰冻、雨

雪、雾霾等灾害性天气，路政行业两百余支应

急抢险队伍已经备足融雪剂、防滑麻袋等应急

抢险物资，做好各种抢险车辆机具的检查维

修，救援车辆将 24小时全天候待命，及时响应

突发事件，迅速处置。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乘坐豪华

邮轮出国游正成为越来越多上海市民

欢度春节的选择，但长江口深水航道

宽度有限，当遇到邮轮与大型船舶发

生交会时，一方往往需要先“等一

等”。据统计，2016 年停靠吴淞邮轮

码头受影响的邮轮共 138 艘次，占进

出港邮轮总艘数 29.4%，平均等待时

间约5小时。

记者昨天从交通部长江口航道管

理局了解到，随着今年长江口深水航

道大型邮轮与大型集装箱船舶超宽交

会措施的启动试运行，为进出长江口

深水航道的国际大型邮轮开启了“加

速度”，原先可能引发延误的情况逐步

得到了改观，深水航道服务旅游业的

保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能够让两艘超宽船舶在长江口深

水航道交会，靠的不是加宽了航道，而

是利用了航道边坡的深度。如果要加

宽航道，需要投入的资金将以百亿计

算。技术人员经过研究发现，在深水

航道得到有效维护的前提下，航道边

坡还有 9米左右的深度，通过通航方

面的技术保障，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深水航道总体通过能力，可有效提升

大型邮轮和大型重载集装箱船的通航

效率。在边坡自然水深利用试运行

前，相关部门在去年组织实施了三次

共六个船次的实船试验，为大型邮轮

与大型集装箱船舶超宽交会措施实施

打下了基础。

据悉，今年春运期间，上海吴淞口国

际邮轮码头预计将要靠泊邮轮50艘次，

接待旅客31万人次，分别比去年增长

16.28%、19.08%。此次春运，也是该码头

在长江口深水航道实施超宽交会举措试

行后迎来的首个节假日出行高峰。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农历新年

即将到来，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国

产ARJ21飞机也加入到春运行列，将

执飞成都至上饶、成都至长沙、成都至

合肥三个航线。

ARJ21新支线飞机是我国首次按

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客

机。2016年 6月 28日，ARJ21飞机完

成从成都双流飞抵上海虹桥的航线运

营首秀。目前成都航空已经拥有了四

架 ARJ21 飞机。今年春运期间，由

ARJ21每周执行 28个航班，执飞的航

线包括成都-长沙、成都-合肥、成

都-上饶，已然成为成都航空保障春

运的重要力量之一。

据悉，前不久刚刚交付成都航

空的注册号为 B-3387 的 ARJ21 飞

机，前期赴我国东北地区开展航线

适应性飞行，以哈尔滨太平机场为

基地，通过至其他 6个支线机场间的

飞行，验证了高寒条件下，飞机、手

册等的适应性，并对运行能力、运行

支持保障能力进行了模拟验证，不

日有望开通东北地区航线。据相关

人士透露，ARJ21是一款以支线航线

运营为主的飞机，随着天气等相关

因素的变化，将来不排除让 ARJ21
等国产客机能够投入到上海的春运

保障工作中。

金桥镇开展调研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建议

集智集力 共同推进社区治理
勇当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标杆大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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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邮轮进出更顺畅

长江口深水航道实施超宽交会

ARJ21春节期间执飞3个航线

灯笼高高挂 新春喜洋洋

她的日记本写满了企业的难点
——记浦东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综合科科长陈珮蓉

浦东机场口岸春运
出入境客流创新高

春运出行高峰到来

顺风车回家受青睐
公路今迎出城高峰

人物简介：
陈珮蓉，浦东市场监管局注册

许可分局综合科科长。在她的日
记本里，记录着她为企业解决难题
的点点滴滴。

作为改革创新制度最终落地
的推动者，她让企业感受到了浦东
营商环境的温度和自贸区改革的
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