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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玲）天地英雄气，浩

然壮国魂。浦东新区烈士纪念日向人民

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于 9月 30日上午在高

桥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新区四套班子领

导和法院、检察院，各部、委、办、局，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开发区管委会，各直属

机构领导和老干部等社会各界代表出席

仪式。

仪式当天，高桥烈士陵园庄严肃穆，

纪念广场上，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鲜艳

的红旗迎风飘扬。由浦东新区区委、区人

大、区政府、区政协、驻区部队、各民主党

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各界群众敬

献的花篮在广场上整齐排开，苍郁的松柏

和圣洁的花朵，寄托着人们对英烈的无限

哀思和崇高敬意。

当天上午 10时整，浦东新区各界人

士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

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

烈士们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

儿童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激昂

深情的旋律，礼兵托起花篮，缓缓走向

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

在深情的《献花曲》中，新区领导和

驻区部队领导神情肃穆，缓步来到纪念

碑前，驻足凝视，深情缅怀，仔细整理花

篮上的红色缎带。随后区领导和新区

各界代表一起瞻仰了革命烈士纪念碑，

并向烈士英名录墙献花，表达缅怀之

情。川沙烈士陵园、南汇烈士陵园作为

分会场，同时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仪式。

今年 9月 30日是全国第五个烈士纪

念日，这一天，辉煌中国慰英灵，复兴伟业

奏凯歌。在国庆节的前一天设立烈士纪

念日，就是要时刻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缅

怀先烈，不忘初心，坚定前行。

本报讯（记者 黄静）国庆长假期

间，第25号台风“康妮”给申城带来大风

影响，区防汛指挥部启动防汛应急响

应，积极防御。为做好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防汛防台保障工作，10月 1日

至进口博览会结束，全区各级防汛系统

继续维持汛期的应急响应模式不变。

9月29日14时，第25号台风“康妮”

（热带风暴级）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

成，10月 1日 17时加强为超强台风级，

10月 5日 20：30越过上海同纬度转向东

北方向移动，于 6日清晨穿越韩国济州

岛。此次台风对于浦东的影响是：风力

不大、雨量较小，潮位、内河水位正常。

气象部门于 10月 4日 17时发布台风蓝

色预警，区防汛指挥部启动Ⅳ级防汛应

急响应；5日 7时更新为台风黄色预警，

同步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自台风“康妮”生成起，区防汛部门

即同气象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握

台风动向，适时发布防御工作指令，各

街镇及相关部门积极巡查值守，全力应

对。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翁祖亮第一时

间作出批示，要求认真做好对台风“康

妮”的各项防御工作，以务实作风、细致

措施，落实好各级责任，确保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确保城区运行稳定。市政府

副秘书长、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要

求全区干部按照应急预案全面落实各

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确保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10 月 4 日至 5 日，区领导陈杰、李

泽龙等多次到防汛指挥部坐镇指挥，

召开防台风视频会议，贯彻上级防汛

部门各项防台风要求，部署全区防台

风各项工作。副区长姚凯慰问放弃节

日休假奋战在防台一线的防汛干部，

要求一定要打好这场今年防台风收官

战役。市防汛办、市应急办相关领导

组成的防汛督查组检查了浦东三甲

港、南汇嘴观海公园、临港大堤的防台

风准备工作。

防御台风过程中，浦东积极做好人

员避险转移工作，沿海 299艘渔船全部

进港加固，409名渔民上岸避风。全区

共转移安置各类人员 665人，其中一线

堤防外作业人员 550人，危房简屋内人

员和田间菜农共计 70 人，地下空间内

人员 45 人。教育部门安排了 14 所学

校作为避险人员集中安置点，共安置

人员 6298 人，为人员避险转移做好充

分的准备。

全区各级防汛部门领导带头值班，

加强应急值守，764 支防汛抢险队伍

13065名抢险队员进岗到位。全区值班

8659人次、巡查16509人次，准备编织袋

38万余只、各型抢险水泵 2000余台、油

锯617台。

同时，各项应对举措也逐一落实：

道路、绿化管理部门对行道树、公园、林

带等树木开展修枝绑扎工作，共加固树

木 5763棵、修枝 1676棵；市容景观部门

对全区广告牌、店招店牌开展全面排

查，严防坠落伤人，加固广告牌、店招店

牌 9 块，拆除 10 块，拆除对旗横幅 15
块；堤防管理部门加强对一线海塘、防

汛墙的检查巡视力度，在边防部门和属

地街镇配合下，对南部一线海塘重点区

域几个路口实施封闭式管理，劝退附近

游客并固守，以免发生意外；建设部门

全面开展建设工地安全排查工作，做好

停止室外施工和工地务工人员撤离的

准备，切实落实塔吊、深基坑等防台风

措施；物业管理单位出动巡查 3262 人

次，移走户外阳台花盆 25937 个、清理

屋顶杂物 1294处、清理排水沟 4858处，

大大减轻了安全隐患；全区相关单位对

城中村、易积水路段、下立交等易积水

重点区域加派力量，重点防守，严防积

水，确保万无一失。

据悉，为做好进口博览会防汛防台

保障工作，根据市防汛指挥部的统一部

署，10月 1日至进口博览会结束，全区

各级防汛系统继续维持汛期的应急响

应模式不变，保持信息通畅；及时做好

应急处置，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一旦接

到防汛预警或突发汛情报告，及时启动

应急响应行动，第一时间做好应急处置

工作，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和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黄静）日前，浦东新区

住房租赁服务中心利用“互联网＋”手段，

在全市范围内率先推出了“住房租赁服务

电子预约平台”，通过网上预约，让群众少

跑腿，数据多跑路，实现租赁合同网签业务

“最多跑一次、合同拿回家”。

自《上海市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试

行办法》于今年 7月 1日正式施行以来，浦

东租赁合同网签业务呈井喷式增长，仅一

个月就受理了 3000余套网签业务。尽管

新区住房租赁服务中心充分调动工作人

员，通过加开窗口、提供快递等多项便民举

措疏导人流，但由于浦东新区地域广、网签

需求大，还是造成了群众咨询、排队受理等

候时间长的现象。

预约平台10月8日起正式运行。届时，

需要办理浦东新区住房租赁合同网签的群

众只需进入预约网站（http：//yuyue.pdfwqs⁃
dc.com），按提示步骤进行操作，即可实现申

请人在网上远程完成住房租赁合同网签申

请及预约，在预约时间到预约点进行现场核

验材料后，即可拿到网签合同，真正实现群

众住房租赁网签业务一次办结。工作人员

提醒：为避免信息错误、资料不全造成重复

受理，在网上填写资料的同时请务必注意信

息准确，确保填写所有产证人的信息和所有

需要办理租赁合同网签备案承租人的信息。

浦东新区住房租赁服务中心负责人表

示，中心将继续先试先行，探索现场自助受

理等模式，切实将“互联网＋”手段应用在

便民利民的工作中，让租赁合同网签业务

彻底告别多头跑、排队长的时代。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不忘初心 坚定前行

浦东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

国庆假期浦东全力防御台风“康妮”
防汛系统继续维持汛期应急响应模式至进博会结束

浦东住房租赁合同
网上预约平台运行

浦东新区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于9月30日上午在高桥烈士陵园隆重举行。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12间“样板房”
诠释“美”“好”“新”

（上接1版）大赛不仅关注空间设计

的硬件创新，更希望激发各个运营主

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带来百姓家门口

文化服务能级的提升，带来核心竞争

力的提升，更是对广大市民期盼的创

新回应。

空间设计与运营服务兼顾
3家浦东公共文化空间获奖

颁奖典礼上，大赛颁发了基层文化

空间、公共阅读空间、商圈文化空间、文

博艺术空间、跨界文化空间五大类别的

“空间设计奖”及“运营服务奖”。此外，

大赛还评出两个最重量级的“最美公共

文化空间奖”，以表彰其在创新构想、设

计思路、运营模式、活动组织和服务绩

效方面的突出成绩。

大赛还特设市民投票的“网络人气

奖”，最终投票参与人次达292万。翁祖

亮、周慧琳、胡劲军、于秀芬、尼冰等为

获奖单位颁奖。

在最终的获奖名单中，融书房、唐

丰苑文化客厅、张江戏剧谷 3 家浦东

公共文化空间上榜。融书房与思南书

局同获“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奖”，二者

各有所长。思南书局由闻名沪上的

“思南读书会”演化而来，而融书房则

是由老旧社区图书馆改建而成。今年

4月，融书房以陆家嘴“白房子”的崭新

面貌惊艳亮相，并以每周举办两场高

质量的“陆家嘴读书会”吸引众人。5
个月来，读书会参与人数已近万人，全

程由东方财经·浦东频道录制播出，

覆盖全国 4.5 亿观众；并通过上海人

民出版社的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活

动招募信息和精华回顾；还与喜马拉

雅 FM 合作传播音频，可谓“没有围墙

的融书房”。

唐丰苑文化客厅荣获“基层文化空

间运营服务奖”。去年，唐镇唐丰苑居

民区的居民就发现：社区“推倒了一堵

墙，打开了一扇门”，新亮相的文化客厅

不仅做到“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功能

最大化、服务项目标准化、服务标识统

一化”的“四化”标准，还通过“三会”方

式，形成需求清单、资源清单和服务清

单这“三张清单”。社区居民不出小区，

就可以享受到 7大类 154个服务项目。

“过去半年里，在文化客厅参与活动的

居民达 1.5万人次，比以往增加一倍。”

唐丰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俞华颇有感

触地说，“家门口”的文化活动越多，居

民区的凝聚力就越强，居委会的各项工

作就变得更顺畅。最近一次的居委会

选举得票率超过97%，大大高于以往。

张江戏剧谷荣获“文博艺术空间

运营服务奖”。张江戏剧谷通过与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引入了大量优

秀剧目，让市民下班后在浦东看一场

话剧、听一场音乐会变成可能。张江

戏剧谷让戏剧过江，让文化东进，令张

江“文艺”起来，让美好生活与艺术结

伴同行。

航头镇鹤邻家美丽庭院、周浦镇

文化服务中心、高桥国学馆等浦东基

层公共文化空间入围各奖项。大赛

得奖、入围单位结成“上海公共文化

空间创新联盟”，未来将定期开展文

化空间运营设计论坛，打造品牌文化

活动。

翁祖亮国庆调研节日运行情况
（上接 1版）上海绒绣曾多次代表

上海市参加国际性非遗传承展览。在

全面听取传承人的汇报，对绒绣艺术精

品、时尚衍生品进行全面了解后，翁祖

亮希望今后继续加强对上海绒绣的宣

传推广工作，在各类展览和各重要楼宇

展馆中分主题、分阶段进行展陈展示优

秀绒绣作品，不断扩大非遗传承的知晓

率和影响力，形成上海品牌。他还鼓励

传承人继续创作出好的作品，在更大的

舞台上展示中国文化。当天，区领导还

到万祥镇万祥馨苑居民区和高东镇品

欣雅苑居民区实地察看居民区“家门

口”服务站运行情况。

位于高行镇的上海谷百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6天+
365天”常年展示交易服务平台全国 30
家授牌企业之一。在企业调研时，翁祖

亮鼓励企业负责人抓住参与进口博览

会的机遇，用好各种供应链资源，向中

国消费者输出高品质进口商品，加快自

身发展。

10月 1日傍晚，翁祖亮来到城运中

心，和值班区领导——区委常委、区纪

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单少军一起，向各

街镇坚守岗位的值班人员表示慰问，并

致以节日的问候。

在和各街镇城运中心视频通话时

翁祖亮说，各镇街主要负责同志率先垂

范在岗值班，广大一线同志坚守岗位为

民服务，换来区域的和谐安全稳定，我

为大家这种一心为民的精神、情怀和牵

挂大大点赞。

区委常委、临港管委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任陈杰，区委常委、度假区管

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李贵荣，副

区长、浦东公安分局局长徐长华参加相

关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