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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昨日，2018年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表彰了

2015-2017 年 度 上 海 市 文 明 城 区 ，

2016-2017年度上海市文明社区、文明镇、

文明家庭，2017年度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好人好事及提名。同时，2016 年及

2017年上海荣获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

个 100”先进典型名单出炉。根据各项表

彰名单，浦东新区获 2015-2017年度上海

市文明城区称号，多个街镇、家庭、个人获

各类殊荣。

按照《上海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标

准》要求，上海市文明社区、文明镇每两年

开展一次评选表彰。本市自2017年底起，

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 2016-2017 年

度上海市文明社区和文明镇创建评选工

作。根据公布的先进名单，浦东的陆家嘴

街道、潍坊街道、塘桥街道、洋泾街道等11
个街道获评 2016-2017 年度上海市文明

社区，南汇新城镇、金桥镇、曹路镇、张江

镇等 16 个镇获评 2016-2017 年度上海市

文明镇。来自浦东的丁乐君家庭、丁慕兰

家庭、万财龙家庭、毛耀国家庭等 18户家

庭获评 2016-2017 年度上海市文明家

庭。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世博园区公

安一队副大队长姜经纬获评 2017年度上

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提名。

翻看 2017年度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好人好事名单，其中有一个来自浦

东，他就是来自德国的“洋雷锋”亨多福。

亨多福租住在浦东周浦镇中虹佳园居民

区，从入住小区开始，他就零星地利用休

息时间，主动打扫小区公共卫生、修剪绿

植，还买来小树苗，种在荒废的绿化带

上。而自己创业后，有了弹性工作时间的

亨多福每天都会清洁小区，有时上午干一

次，下午还要打扫一次。他的口袋里常年

揣着手套，便于随时随地捡垃圾、修树枝。

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居民也自觉参

与到清洁行动中来，小区里经常可以看

到十几名居民和亨多福一起清洁家园的

身影。亨多福成了这支志愿者服务队的

负责人，他每天都制订“工作计划”和“工

作重点”，除了常规的清扫道路外，何时

铲除绿化带的杂草，何时修剪矮小绿化

植物，何时清理楼道堆物，他都安排得井

井有条。亨多福说，自己做志愿清洁服

务，就是希望居住的环境更美丽，也希望

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一起维护小区的

环境。

而在 2016年上海荣获全国学雷锋志

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名单中，浦东

塘桥街道获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

2017年上海荣获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

个100”先进典型名单中，来自浦东侨联周

浦义诊组的志愿者方厚贤获最美志愿者

称号，上海科技馆志愿者服务总队获最佳

志愿服务组织称号。据介绍，作为市级志

愿服务基地，上海科技馆志愿者服务总队

拥有注册个人志愿者 500 余名，分队 16
个，人均服务时数2400小时。每年还有来

自全市 50所高校和 7所重点高中的超过

2.8万人次的学生志愿者参与到科技馆日

常科学普及活动中来。

本报讯（记者 王延）昨日，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被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授

牌，成为首个“生态中国体验教育基地”。

“生态中国体验教育基地”的成立

旨在提升和发展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态

和环境保护意识。中国下一代教育基

金会创会会长顾秀莲表示：“上海迪士

尼度假区将中国文化和迪士尼故事讲

述完美结合，这将帮助学生发展、探索

新的思维方式。在与上海迪士尼度假

区通力合作下，相信‘生态中国体验教

育基地’将成为拓宽孩子们教育视野的

重要途径。”

首个“生态中国体验教育基地”将以

生态文明为主题，利用上海迪士尼度假

区丰富的创意和环境资源，为学生和他

们的家庭组织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教

育活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与中国下一

代教育基金会也将携手策划和推出生态

中国主题体验营等各类引人入胜的教育

活动。

昨日开营的首届“生态中国主题体

验营”便是其中之一，出席授牌仪式的师

生代表作为首批体验者，在探索上海迪

士尼乐园精彩纷呈的景点和娱乐演出的

同时，学习和探索了乐园内丰富的科学

和文化元素。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首个“生态中国体验教育基地”在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广

度假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和倡导，

帮助更多来自上海和全国各地的游客

感受这里沉浸式并带有教育意义的独

特体验。

■本报记者 曹之光

今年以来，浦东新区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大队（简称文化执法大队）深入调

研新区的印刷企业，倾听转型期印刷企

业的困难和诉求，引导企业走好传统行

业的转型之路。

今年 3月，浦东印刷企业完成了换

证。最新数据显示，浦东印刷企业共有

567家，比去年初减少200余家。而浦东

文化执法大队的调查发现：567家换证企

业中，约 20%的换证企业仅仅是登记审

证，实际已不再经营，另外还有不少企业

已打算搬迁或关闭。

通过走访调研，文化执法大队梳理

出印刷企业面临的困难，并分析其成

因：浦东规模以上的重点印刷企业数量

占比仍然较低，产业集约化程度有待提

高；中小企业难以达到环评标准，中低

端产能明显过剩；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

足，印刷装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高；

人才管理机制相对粗放，高级技工人才

缺口较大。对此，文化执法大队以“上

海文创50条”对印刷行业的政策利好为

依托，引导企业围绕绿色低碳、数字印

刷、网络印刷等新增长点，开展业态升

级。执法大队还将一批企业转型的成

功案例在行业内宣传推广。

在调研中，许多印刷企业表达了希

望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培训的诉

求。对此，文化执法大队为企业搭建了

各种交流平台。不少企业还提到，期待

建立更为通畅的政企信息交流渠道。对

此，文化执法大队对印刷企业进行分级

分类，并将其纳入到“六个双”综合监管

平台，使企业与政府的沟通更加便捷。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秦有喜

不久前，浦兴路街道根据大调研反

馈，聚焦居民对公共体育资源的需求，

为了让“家门口”的健身器材更安全，对

多个居民区健身苑点进行了改造。

如今，浦兴路街道多个居民区健身

苑点已大变样。不仅环境更美了，健身

器材更多了，早锻炼的人也增加了，文

明健身已成为社区早晨一道靓丽风景。

浦兴路街道综合事务办主任周琼

告诉记者，根据大调研反馈，居民对社

区文化、体育设施的关注度高，且使用

频繁。因此，街道近期集中力量，对社

区文体设施进行“地毯式排摸”。在历

时半个月的巡检普查中，街道汇总 40
个居委健身苑点 127 处，健身器材共

999件。排摸过程中，街道同时对部分

老化、损坏的健身器材进行维修，确保

健身器材的安全性。

在日常管理中，街道和健身器材的

供应单位签订了额外的维修保养服务

协议，要求供应单位接到故障报修单后

72小时内应急响应，5个工作日内完成

维修与更新，确保器材正常使用。同

时，供应单位也需要对超过使用年限的

器材进行及时拆除，排除安全隐患。

针对健身器材的日常维护工作，街

道组织志愿者成为“维护员”，进行不定

时巡逻。志愿者们在巡查中发现不文明

行为会加以阻止，发现健身器材损坏会

及时停止使用，并向居委干部反映情况。

此外，东三居民区和沪东中华造船

集团高级技工学校进行共建，将居民区

健身点化身为“志愿者服务基地”，由学

生定期到社区服务，每月对改造后的健

身苑点器材进行擦洗，以保持健身器材

整洁。

周琼说，街道今年将落实38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居民“家门口”健身苑点老

旧器材的改善更新。“借大调研的契机，

我们将根据居民使用感受，将老旧器材

及存在安全隐患的器材进行整体更换，

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健身需求。”

■本报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富伶俐

在航头镇，长约百米的瑞和路上长

期以来乱设摊、跨门占道经营的现象屡

治不绝，造成环境脏乱、交通堵塞等问

题，令周边居民饱受困扰。面对久治不

愈的市容顽疾，今年以来，下沙社区多次

会同区域办、城运中心、城管、市场监管、

城建中心、航头派出所、稳定办、安监等

部门开展实地大调研，集思广益，寻找根

治市容顽疾的良方。

瑞和路原名沈庄老街，是通向瑞和

苑、瑞浦嘉苑社区的主要道路之一。在

这条近百米长的老街上，有大大小小40
余家商铺，早晚高峰时段更有 100多个

流动摊点，俨然成为马路集市。城管部

门虽对此地进行了多次整治取缔，但均

“治标不治本”。

结合大调研工作的开展，在充分考

虑周边社区群众日常生活需求的基础

上，航头镇提出了分类治理的管理方

式。

一方面在“堵”上动好“手术”。城

管、市场监督管理所等执法部门实施常

态长效管理和执法，持续保持外科式拔

点整治的高压执法管理。具体做法包括

每天安排2-3名联勤队员蹲点固守，劝

导无序占道设摊行为；由镇城运办牵头，

组织城管、市场监管所等执法部门开展

不定期巡查整治；由属地单位组织志愿

者开展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

另一方面，在“疏”上开好“药方”。

沈庄老街集市已存在几百年，周边村民

都有拿自家蔬菜上街叫卖的习惯，而且

集市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

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根据这一现状，

下沙社区会同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重

点在“疏”上动足脑筋，开出包容式管理

“药方”：将流动摊贩营业时间统一控制

在人、车较少的凌晨4点至6点，不准延

时撤市；以奖励机制引导周边自产自销

的本地农户进入沈庄市场内部进行规范

有序的经营；引导沿街商铺自我管理。

经过近两个多月疏堵结合“包容式”

管理的实践探索，沈庄老街市容环境面

貌大为改观。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实践‘路

长制’‘商铺自律组织’等社会治理新手

段、新方法，推动社区管理工作朝着精细

化方向发展。”下沙社区党委副书记徐宝

清表示。

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表彰文明城区文明社区等

浦东多个街镇家庭及个人获殊荣

浦兴路街道改造居民区健身苑点文化执法大队为
印刷企业出点子

航头镇开“良方”治理占道经营顽疾

迪士尼度假区成首个
“生态中国体验教育基地”

首届生态中国主题
体验营开营

本报讯（记者 吴燕）最近，不少去

临港的市民发现，上海天文馆这座“异

形建筑”已有模有样。昨天，记者从上

海科技馆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上海天

文馆主体及附属建筑土建工程已实现

封顶，展示工程整体规划设计有望年

内完成。

上海天文馆自 2016 年 11 月 8 日在

临港开工以来，工程进展备受上海市民，

尤其是浦东人的关注。去年 6月，上海

天文馆土建工程主体建筑“露出”地面。

如今约一年过去了，其主体及附属建筑

的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封顶。“如果你之

前曾探访过上海天文馆的工程项目所在

地，最近再去你会发现，它长大了、长高

了、有形了！”上海科技馆副馆长顾庆生

透露，目前上海天文馆的室内外安装工

程已全面启动，展示工程整体规划设计

也按照既定的时间表稳步推进。“我们力

争年内完成展示工程整体规划设计工

作。”他表示。

上海天文馆选址位于临港大道与环

湖北三路口，距离轨道交通16号线滴水

湖站约700米，总用地面积超5.8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超 3.8万平方米，土建投

资约5.28亿元。该项目计划于明年建筑

竣工，2020年建成开放。建成后的上海

天文馆，不仅是国际顶级的天文馆，还将

是全球建筑面积最大的天文馆。

上海天文馆主体及
附属建筑土建工程封顶
项目将于2020年建成开放

最近，东岸8个旅游功能节点的37
块/套道路交通指引标志全新亮相，全新
标志兼顾了实用性和美观性，导览功能一
目了然。

黄浦江旅游功能节点道路交通指引标
志的设置，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有关要求
和部署，结合2017年黄浦江两岸45公里
滨江岸线公共空间贯通开放、城市精细化
管理和努力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所进行的一项便民服务工程。今
年，由市旅游局会同市住建委浦江办、市交
通委、市交警总队、市路政局和浦东新区、
黄浦区、徐汇区、虹口区、杨浦区的旅游、交
通、道路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目前设立在五个区内滨江公共开放空
间的旅游功能节点共18个，道路交通指引
标志为82块/套。其中，浦东新区的功能
节点为8个，道路交通指引标志为37块/
套，方便中外游客到浦东滨江的观光游览。

图为位于银城路上的道路交通指引标

志。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影报道

全新浦江旅游道路
交通指引标志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