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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昨天，“金桥定

制 1路”开通。这是金桥镇针对金浦小区

居民反映缺少社区至集镇地区的公交线

路，为解决三桥村、金浦居民区至金桥集

镇的出行需求而开设的定制班线，也是金

桥镇率先试点“一镇一策”，提升改善镇域

范围内公交系统的举措之一。

新开定制班线取名为“金桥定制 1
路”，由金高公交公司开设，从金浦社区始

发开往金桥集镇社区，配置车辆 1 辆，每

日总班次 10班次（上、下行各为 5班次），

全程11公里，单程行驶时间约30分钟，单

一票价 1 元。该线路沿途设立 7 个站点

（永业路佳虹路 984 终点站；佳乐路永业

路浦东 42 路车站；金高路佳京路 774、
799、843 车站；巨峰路金京路地铁 12 号

线；金海路东陆路地铁 9号线；三桥 961、
977车站；三桥小区门口）。

定制班线行驶区域可辐射金浦居委、

三桥村、阳光一居、阳光二居、佳虹居委、

张桥居委、永业一居、永业二居等相关小

区和即将开业的长照护理中心，使居民出

行更加便捷。

据了解，未来几年内新区拟在全区范

围内通过贯彻落实“一镇一策”实现基础

设施建设、服务感受度增量化、服务能级

水平差异缩减化、乘客体验同步化、多样

化。金桥镇作为城市副中心之一，率先试

点“一镇一策”，以促进区域协同联动发

展，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据金桥镇规建办和城建中心介绍，根

据公交“一镇一策”课题研究成果及现有

的公交出行需求，将适时通过优化调整现

有公交线路、开设定制班线、新开公交线

路等方式提升金桥镇域公交出行便利性，

更好地服务居民出行、生活。

金桥镇通过调整优化线路走向，在增

加公交覆盖、增强公交服务的同时降低公

交企业运营成本，实现了公交行业和金桥

镇、开发区发展的多赢局面。采用定制班

线的方式解决镇内居民办事、就医、为老

服务为主的个性化出行需求，实现了镇内

办事、就医直达，加强了镇内社区间的沟

通联系。

据介绍，近期拟在金桥镇内打造两处

“微枢纽”公交站点，分别位于佳乐路永业

路和金海路东陆路，以方便换乘。立足金

桥，金桥镇将通过常规公交和定制班线共

同构筑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同时，着眼全

区，金桥镇计划新增南北纵向骨干线，加

强管镇联动以及金桥与浦东机场间的沟

通联系。届时，这条干线将串联起多条轨

交线路，可以大幅提升沿线居民公交出行

便捷性。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根据区总工

会职工四级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经

过前期精心筹备，祝桥镇首批 3家“户外

职工驿站”、5家企业职工服务点于近日

正式运行，提供贴近、贴身、贴心的精准服

务，实现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

据悉，本批运行的“户外职工驿站”分

别位于祝桥、盐仓、江镇三个社区，旨在为

环卫工人、快递员、送餐员等户外职工提

供茶水、食物加热、无线WiFi、急救药品、

手机充电、电瓶车充电、雨伞租借等服务，

同时提供法律法规和工会维权等方面的

宣传和咨询。而“户外职工驿站”里的空

调，更是为在酷暑中工作的一线户外职工

送去了清凉。

同时，祝桥镇总工会为推动实事项

目、普惠服务有效下沉，选取 5家规模型

企业建设企业职工服务点，提供就近、便

利、稳定的服务。这5个企业职工服务点

分别为DHL空运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职

工服务点、上海森林特种钢门有限公司职

工服务点、上海江镇丝绸时装有限公司职

工服务点、赫比（上海）家用电器产品有限

公司职工服务点和赫比（上海）金属工业

有限公司职工服务点。

据悉，建设中的新区职工四级服务体

系包括浦东职工服务中心、服务总站、服

务站、户外驿站及服务点，后三级服务涉

及到各街镇。祝桥镇总工会表示，除了已

经正式运行的3个“户外职工驿站”外，施

湾社区“户外职工驿站”和东海社区“户外

职工驿站”也正在筹建中。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胡南

竹）细心的唐镇居民近日发现，上丰路恒

生商业广场上的欧式森林小木屋贴上了

橙白相间的标志，摇身一变，成为了“户

外职工驿站”。

这是唐镇启用的首家“户外职工驿

站”，目的是让奋战在户外一线的劳动

者累了有个歇歇脚的地方。驿站内设

备齐全，空调、冰箱、饮水机、微波炉等

应有尽有，还有医疗急救箱、书籍和手

机充电站。

揭牌当天，几名环卫工和外卖小哥

带着好奇前来体验。“这两天特别热，有

了这么一个休息站，以后工作间歇就能

来充充电、加个水，很期待。”一个外卖小

哥说。

浦东新区总工会副主席张剑铭说，

小木屋虽小，但功能齐全，这样温馨的

服务驿站，不仅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温度，

也反映出唐镇总工会的服务意识。唐镇

党委书记金卫国表示，今后将继续拓展

“户外职工驿站”的服务功能，根据职工

需求变化添置相关设备、更好服务户外

职工。

据悉，唐镇第二家“户外职工驿站”

也已在筹建当中。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磊）“每个梦想都值得灌溉，每个孩子

都应该被宠爱……”7 月 8 日，在清脆悦

耳的童声合唱中，由金杨新村街道文明

办主办的“‘最好的未来’爱心手拉手

——为山区小朋友送心意志愿服务活

动”拉开序幕。

“小小武术传承人”儿童武术学习、

“英语小达人”儿童英语游戏、“爱心卡

片”儿童手工制作、“护眼小卫士”预防儿

童近视游戏……当天，专为孩子们设置

的“爱心任务”闯关游戏，将娱乐与学习

融合，让孩子们在活动中得到教育和启

发。

活动现场，孩子们纷纷拿起画笔，在

T恤衫上描绘心中的梦想与希望，一幅幅

色彩缤纷的图画都由孩子们一笔一划精

心绘制。绘制结束后，金杨社区志愿者协

会代表山区孩子接受了孩子们捐赠的绘

画创意T恤衫，之后这50件衣服将由街道

统一赠送给山区的孩子。

金杨社区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琛

说，“通过此活动，让‘关爱’融入孩子们

的内心，使其懂得‘帮助别人就是幸福’

的道理。我们希望让爱陪伴他们学习与

成长，更希望他们能将这一份份爱心传

递下去。”

据悉，本次送心意志愿服务活动是

金杨社区志愿者协会“大山里的第二课

堂”项目的预热活动。接下来，协会将

通过互联网，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打造

“第二课堂”的课程，用网络将“走进博

物馆”“乐器教学”等特色课程带给他

们，让他们了解和认识丰富多彩的世

界，拓宽眼界、启迪梦想。“关爱贫困地

区的儿童，让他们健康茁壮成长，是我

们的责任与义务。”张琛说，“我们希望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

本报讯（见习记者 沈馨艺 记者 章

磊）7月 9日，2018年周浦镇第二轮“送戏

下乡”主题宣传活动在棋杆村正式启动。

接下来，周浦本土文化团队将奔赴辖区

10个村及7大社区中心献演，为周浦百姓

送上一道道文化大餐。

当天的活动上，演员们表演了上海说

唱《美丽庭院界浜村》、表演唱《缤纷社区

织美景》、小品《竹秀水清》、小演唱《逛村

庄》等节目，受到了台下观众的热烈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的节目都由

镇文化团队自编自导自演。随着镇“美丽

庭院”“缤纷社区”建设不断推进，周浦正

呈现出一幅幅美丽、和谐、生态的画卷。

因此，这次演出中的节目，是在充分挖掘

工作推进中涌现出的典型案例和先进事

迹后创作编排的，旨在用百姓喜闻乐见的

方式，展现周浦“美丽庭院”“缤纷社区”建

设的新风貌。

周浦镇相关工作人员说，第二轮“送

戏下乡”主题宣传活动面向全镇村居百姓

开展，希望通过该活动进一步打通文化服

务“最后一公里”，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周浦文化惠民的便利。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近日，周家渡

街道开展红色故事党课等主题党日活动，

用讲故事等形式，让党的活动更有“党味”

“党性”与“党魂”。

在红色故事党课《战火中的英雄》

中，亲历中越自卫反击战的老战士来到

社区党员身边，用炮火中英雄的故事，让

党员感受英雄精神，引领他们奋发向上，

凝聚磅礴力量。课上，老战士将一个个

战斗中的英雄人物娓娓道来。其中有伤

残战士的故事，有炸石开路的东山红四

连，有巧用地雷勇杀敌的连长，有争当敢

死队冲锋在前的突击队员……一段段朴

实的情感、一个个鲜活的榜样，让在场的

党员心潮澎湃，不少人感动地留下了热

泪。

课后，一名老党员激动地说：“以前我

们对英雄的印象，只是停留在小说、影视

作品里，今天有机会零距离接触英雄、仰

慕英雄，接受英雄主义的教育，这是一次

思想上的升华。”一名“两新”党员则表示：

“英雄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它是激

励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

量，这便是红色故事党课的真谛。”

接下来，周家渡街道还将举行红色音

乐党课等系列红色主题党日活动。街道

相关负责人称，本次活动用英雄的情结教

育党员，用英雄的事迹振奋人心，旨在提

高基层党员的党性，教育党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在各自的岗位努力奋斗。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暑假开始后，

各街镇、居民区为青少年准备了丰富多彩

的假期活动。在塘桥街道南城居民区，多

名外教走进“家门口”服务站，为孩子开展

了趣味英语教学课程。

首期活动有 35 名青少年参与，外教

伊莎贝尔在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

开始了教学活动。从最基础的打招呼、

询问小朋友姓名、年龄，到使用颜色板等

小道具，丰富孩子们的词汇量。南城居

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暑假期间外教趣

味英语教学活动共举行 8 次，拥有一整

套的教学计划。

同时，活动还吸引了浦东外国语学校

的学生志愿者参与，在服务低龄儿童的同

时，也为中学生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机会。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张霄

峰）“真是舍不得这里的老邻居，舍不得这

里的居委干部。”7月10日，已经搬离高行

镇的八旬老人邹福娥特地起了一个大早，

从曹路坐公交车回到高行镇高行居委会，

参加换届选举的选民登记。

2016年，由于高行老集镇改造，很多

动迁居民暂时搬离，在外过渡安置，邹福

娥就是其中一个。“虽然路程较远，但我

们这些动迁居民经常想回老地方看看，

而且居委会平日也十分关心大家，时常

嘘寒问暖，定期还举办一些美食节等邻

里聚会活动。”因此，得知居委换届选举，

邹福娥就想着回来参加选民登记，为社

区选出新的当家人。

根据统计，高行居委会动迁在外的居

民有 800多户，大部分动迁居民安置过渡

在周边的幸福小镇、银杏苑、东源名都等小

区，但也有居民投靠亲友到其他街镇。虽

然居民动迁了，但24名楼组骨干、90名居

民代表、各个志愿者团队的工作始终照常

进行。高行居委会举办的合唱班、舞蹈队、

书画社、集邮社等各种文体活动依旧热闹

非凡。另外，居委会对所有动迁居民都建

立了联系手册，通过定期走访、帮困慰问，

也让动迁居民感受到了居委会的温暖。

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开始后，高行居

委会发挥楼组骨干、居民代表、党员志愿

者的影响力，通过微信群、小区公告栏、橱

窗、电子屏、悬挂横幅、张贴选民登记公告

等居委换届选举的宣传，吸引居民参与。

在选民登记开始后，老党员殷永梅夫妇早

早便来到了小区门口的选民登记点，主动

要求担任义务宣传员和志愿者，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据悉，高行居委会换届选民登记从 7
月9日到19日。短短几天时间，已经有半

数以上的动迁居民完成了选民登记，最远

的甚至从奉贤一带赶来。

对接社区居民需求“金桥定制1路”昨日开通

金桥率先试点“一镇一策”改善出行

金杨社区志愿者将打造网络“第二课堂”

贫困山区儿童也能上特色课程

高行老集镇动迁居民积极“回家”参加选民登记

“我们要为社区选新的当家人”

首批“户外职工驿站”、服务点运行

祝桥“精准服务”户外职工

唐镇首家“户外职工驿站”启用

欧式小木屋变身温馨小家

周家渡街道开展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真实故事让党课“活”起来

周浦启动第二轮“送戏下乡”
原创节目体现重点工作成果

塘桥：暑托班来了“洋面孔”

“金桥定制1路”昨日开通，受到了沿线居民的欢迎。 □徐网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