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烁）10月31日，为

期一个月的三林懿德社区德康苑居委社

区邻里文化节结束。

德康苑的社区邻里文化节为期一

个月，包括邻里运动周、邻里才艺周、

邻里公益周主题特色活动。邻里运动

周有趣味运动会、乒乓球友谊赛、康乐

球比赛等系列活动；邻里才艺周有

DIY皮具制作、“我型我秀，魅力无限”

才艺秀、互联网应用讲座等；邻里公益

周则会举办志愿服务活动、爱心公益

集市等。

这已是德康苑居民区连续第三年举

办邻里文化节，德康苑居民区党支部书

记王龙芳说：“参与的居民越来越多，邻

里们之间的关系也更好了。”

据王龙芳介绍，社区邻里文化节最

初由社区里的国庆活动演变而来。每

年的邻里文化节内容越来越丰富，如今

邻里文化节内还有不同主题的邻里文

化周。有居民说，这样的活动不但增进

了家庭间、邻里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

也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居民对社区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

经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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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浦东新区文创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拟支持项目公示
为推进浦东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

展，根据《浦东新区文化创意（影视）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我办

开展了 2018 年浦东文创产业专项资金

项目扶持评审工作。现将拟纳入支持

范围的 77 个项目予以公示，公示期间如

有相关情况反映请与我办联系。

公示期：2018年11月2日-6日
联系电话：68542389 28282644

传真：68542389 28282644

浦东新区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
办公室

2018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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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STEAM CHINA一期
2018滴水湖阳光音乐节

“宝库汇”艺术展示交流平台项目
“水磨新调”新昆曲音乐产业项目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四维影院
2018“上海对话——艺术开启未来”高峰论坛
戏曲文化交流平台
望江驿全媒体文化会客厅
首届上海国际游戏交易会
上海国际音乐村
文化微媒体云服务平台
ChinaJoy Live音乐嘉年华
全国首款赛车MOBA电竞手游项目
中国画家画院上海版权保护中心
中国古琴匠心文化传播平台
2018云梦数字电影创意智谷

“大隐湖畔书局”阅读空间项目
中国网+企业直播——基于流媒体技术的企业级直播解决方案
基于云计算的互联网艺术培训考级平台
关于“直播+VR/AR”技术在制造业安全生产与服务业视讯传播
中的应用研究
IPTV在综合应用平台
立陶宛OKT剧场《海鸥》
360度环幕立体超感视觉系统
面向文化创意产业的3D云渲染服务平台
2018年完美盛典
新场“文创小镇”产业示范及功能服务平台（一期）
ACETEC 15.5 声道家庭影院系统
面前新能源分时租赁市场的智能车载云盒应用设计和推广
基于哔哩哔哩动漫电竞影视的多维平台建设
基于互联网流量平台的网络文学新人新作培育项目
百欧欢农艺创意农场项目

“一带一路”文化产品海外实体店
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
互联网视频智能定向推广平台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游戏公有链平台
《印象长泰·寻梦尚海》文艺演出活动
车娱宝国家级智能网联汽车新媒体平台
支部通党员线上工作交流信息服务平台
赛事直播场景下内容的智能生产系统

申报单位
完美世界征奇（上海）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宝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张军当代昆曲艺术有限公司
上海海昌极地海洋世界有限公司
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后博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东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交流有限公司
上海申迪园林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美华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米越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久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如艺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炳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丽日盛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书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中投视讯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仪电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天翼视讯传媒有限公司

快点文化传播（上海）有限公司
保利尚悦湾（上海）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动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上海聚算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世界征奇（上海）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新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安恒利(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北斗交大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幻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连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百欧欢农产品有限公司
时代国际出版传媒(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汉威信恒展览有限公司
上海池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家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长泰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车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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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18年汉英对照版《故宫日历》
世博源乐活文化体育空间
迅淘美购——众奢品牌展销服务平台
基于次世代引擎下的跨平台游戏开发
基于互联网的国际化潮童文化平台
数字化大型学术会议云服务平台
《英雄杀》H5软件开发项目
睿学通智慧校园教育云平台
上海舞蹈国际交流平台
上海生活魔术节

“致敬达芬奇”全球光影艺术体验大展
MODERN EYE 现代艺术创意平台
美家在线设计共享平台
基于语音交互开放平台的音频创新传播系统
声音梦工厂平台
火柴人Match科创融媒体
新型影剧院影像放映与交流
晖创——新媒体视频分发平台
创意性多媒体智能灯光控制平台

《亲历者》心理访谈视频

文化传承与新时代消费品牌建设及设计产业化
东方明珠塔城市客厅创新文化区项目
案例化科技创新资讯协同服务平台
科学健身文化的引领者-“生命时钟”体医结合科学跑步服务平台
语言知识服务数字平台
《中国CEO说》文创展示互动平台
基于绿色建筑设计选材的O2O服务平台
提升川沙文化古镇旅游时尚产业发展项目
一站式AR开放互动云平台
三维互动橙爱儿童天赋启蒙咨询产业化项目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媒体创意平台（一期）
基于大数据应用的“互联网+双创服务”平台
基于自媒体经济下的创意广告服务平台
新时代特色小镇背景下新场古镇文创产业发展定位研究
Dota2国际邀请赛TI9上海发布片
浦东新区文化统计指标体系
浦东新区打造文化高地调研报告
东岸滨江望江驿项目提升规划课题

申报单位
上海嘉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焱骏体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善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欢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羽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八彦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欢乐互娱（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宽街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题梦（上海）文化娱乐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尊安同恒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意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聚通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喜大（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米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火柴人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兰馨影业有限公司
上海晖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优爱宝智能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庖丁（上海）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东窑文化传媒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有限公司
上海新站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海济斯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海笛数字出版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仕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川沙名镇东方明珠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盛霄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橙爱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汐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润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砺行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戏剧学院
上海芮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上海社邻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报讯（记者 陈烁）10 月 29 日下

午，浦兴路街道职工服务总站揭牌仪式在

浦兴路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举行。由

此，浦兴路街道形成了以职工服务总站为

首的职工服务体系，为职工们解决工作和

生活问题打通“最后一公里”。

据介绍，浦兴路街道总工会结合辖区

实际情况，积极整合党建资源，融合“家门

口”服务体系，依托各居民区联合工会，建

立职工服务站、点，形成了“1个职工服务

总站、3个职工服务站、1个职工服务点、1
个户外职工驿站”的服务体系，成为职工

了解工会、工会融入职工的阵地。各职工

服务站、服务点提供培训教育、法律援助、

就业服务、生活救助等服务，为职工群众

排忧解难。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近期，万祥市

场监督管理所组织开展辖区学校食品安全

专项大检查，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自10月中旬以来，万祥市场监督管理

所对万祥镇辖区内所有学校及幼托机构

食堂进行全面检查。其中，重点关注各食

堂仓库内食品原料感官性状和保质期、从

业人员健康状况、设施设备运转情况、餐

用具清洁状况等。此外，管理所还对校园

周边的食品店及食品摊贩进行检查，就各

食品经营单位场所卫生状况，是否存在未

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的情况等进行整治，

针对检查中部分存在的问题，与相关单位

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接

下来，万祥市场监督管理所还将开展复

查，持续关注相关食品单位的整改情况。

10月31日，金桥镇举办了“颂家风 传家训 扬美德”市民文化风采大赛获奖作
品颁奖暨诵读展示活动。

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守纪律 明规矩 勇担当 善作为”党风廉政宣传教育主题
活动和“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金桥镇举办了
此次大赛。大赛从9月中旬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征稿期间共收到投稿160余
件。选手们的故事内容积极健康，围绕家庭教育中和谐、孝道、劝学、励志、修养等方
面，既反映我国传统美德，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图为参赛学生在诵读优秀

家风家训作品。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身高1米47，
体重 43千克，身体质量质数 19.9，已经是

正常范围了。”近日，家住潍坊二村的小黄

同学收到了一个好消息。通过“潍坊—儿

中心营养专科门诊”的治疗，曾经的小胖

墩恢复了正常体形，该合作项目已经惠及

潍坊70余名肥胖或营养不良的儿童。

今年3月，潍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携手儿童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洪莉医

生的团队，在社区开展“潍坊—儿中心营

养专科门诊”。除了服务肥胖儿童人群

外，该项目还为具有营养不良等健康问题

的儿童提供便捷、专业、高效的医疗服务，

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

半年来，“潍坊—儿中心营养专科门

诊”已开展十余次活动，70余名肥胖或营

养不良儿童就诊。肥胖儿童中，有近半数

在不影响生长发育的前提下体重有所减

轻，其中效果最好的小朋友身体质量指数

从24.5降至19.8。
除诊疗外，该项目还会组织趣味分享

会，鼓励吸引体重不理想的儿童前来参

加。分享会上，已经减重成功的孩子会现

身说法，为小胖墩增加信心，专业医生也

会带来各式充满趣味的健康活动，在寓教

于乐中，让孩子们明白通过科学、合理的

减重，每个人都可以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和

身体。

■本报记者 章磊

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位于花木

街道的家到康桥镇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

已经成为 85岁老人胡金梅的一个习惯。

日间照护中心每周四下午的“长者绘本”

项目，更是她的兴趣所在。这是康桥镇在

多个居民区和村里睦邻点开展的为老服

务项目，近4年来累计已有6000多人次参

与。项目以轻手工体验的方式，引导社区

老人参与绘画、手工，为他们留存下一份

记忆。

昨日下午，又到了“长者绘本”活动的

时间。胡金梅和其他9名老人，早早就等在

“教室”里。当天的主题是“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 我身边的变化”，描色纸和彩笔发

放到每一个桌子上，投影上映出了原画。

“主持人”余华首先邀请老人们回忆

40年来发生的变化，大家畅所欲言，谈当

年的衣食住行，谈如今的幸福生活。接着

才是活动的主要内容——绘本，老人们的

任务是为描色纸上的两幅图加上颜色，可

以按照投影上的原图，也可以自己即兴发

挥。

“这两张图有意思。”胡金梅看着手中

的描色纸说道。一张图，是几个来自农村

的青年，羡慕着大城市的高楼大厦；另一

张图，则是来自城里的大人小孩，对着村

宅里的人说：“你们真幸福啊。”

“这些画都是我们的志愿者孙亦乐老

师创作的，能够在‘长者绘本’项目中发现

这样的人才，实在是难得。”余华说。

“长者绘本”是康桥镇委托第三方社

会组织开展的一项为老服务项目，通过挖

掘康桥的过去和现在，收集来自社区素

描、漫画爱好者对康桥印象及传统习俗的

手绘，引导社区长者参与绘画、手工，守护

记忆。从 2015年启动至今，项目已经在

康桥镇老年日间照护中心、康景居民区、

绿地东上海居民区、新庙村睦邻点等多个

地点开展，共有 6000多人次参与，年龄最

大的社区老人已有96岁。

康桥镇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长者绘本”项目一举多得，不仅让

社区老人走出家门，参与更多文化活动，

同时也通过绘本传承传统习俗、展现区域

发展。例如，项目志愿者孙亦乐就创作了

不少反映康桥变化、传统习俗的绘本。《康

桥中邦城市花园》系列体现的是该小区的

春夏秋冬四季景色，《乡间茶担》系列则反

映农村婚娶习俗。

项目不仅有绘本，还有年轮片画、扇

面画、帽檐作画、香囊制作等其他活动内

容，并且按照传统节假日或时节来定制主

题。今年，在康桥镇社区公益基金支持

下，“长者绘本”项目还出了一本册子，用

图文记录了项目的发展历程、成果。看到

自己的照片和作品出现在册子上，胡金梅

特别开心。“年龄大了，更应该多出来活动

一下，这个项目特别棒。”她说。

遗失声明

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3952259Q，证 照 编 号 ：

00000000201510160080，法定代表人：

秦林军，特此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软件行业协会

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 张 江 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2900020143404，编号 2900-01151132，

特此声明作废。

康桥“长者绘本”留存往昔记忆
深受老人喜爱，共有6000多人次参与

邻里文化节
拉近居民距离

颂家风 传家训 扬美德

潍坊与儿中心联手为胖墩减重

浦兴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

万祥开展校园食品安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