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qiyongnian@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祁永年 美编/黄辰毅 2018.12.20

PUDONG 浦东

6

傅俊遗失 317643 出租汽车驾驶

员电子准营证，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上海泥绿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即日起注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33101155500946461，证 照 编 号 ：

15000000201511100134，负责人：董新

平，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见习记者 沈馨艺 实习生 潘蒙蒙

本报记者 章磊

12 月 17 日，一段热情洋溢的开场舞

后，金杨新村街道“爱心奉献暖金杨”活

动在久金广场拉开帷幕。此次活动中，

金杨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以区域化党建特

色项目“千百工程”为平台，携手社区单

位创维集团，将爱心与温暖送到社区困

难群众手中。

据介绍，“千百工程”即“千人大结对，

双百大联建”工程，旨在为困难群众牵线，

为社区单位搭桥，通过整合社区服务资源，

激发社区单位参与积极性，实现区域大党

建和社区管理、服务的全覆盖。截至目前，

该项目已设置亲情陪伴、绿色家园、金杨课

堂、助医保健、文化助乐、邻里亲情等12大

类近 200个子项服务项目，涵盖了居民生

活方方面面。

企业反哺 真正融入社区

当天活动中，创维集团在金杨社区党

建服务中心的牵线搭桥下，向社区困难群

众捐赠250件御寒物资，其中包括150个电

饭煲及100个取暖器。创维集团智家项目

上海区域负责人张贝时表示，公司此次特

意根据时节选择了适合困难群众家庭的家

电，希望能真正让居民感受到社区温暖。

此外，创维集团惠及多户党员家庭，向

社区党员志愿者及爱心人士赠送爱心购物

卡，旨在肯定志愿者们平日的无私奉献，并

鼓励他们继续为社区服务。

据了解，创维集团智家项目于今年 11
月27日入驻久金广场，并在不久前作为金

杨社区单位加入街道“千百工程”项目。创

维集团总经理周有刚表示，公司通过“千百

工程”，走进社区做公益，既履行了社会责

任，又扩大了公司的社会影响力。

“同时，我们还能借此机会充分了解社

区百姓的实际需求，对企业的市场定位和

发展有了更明确的导向。”周有刚说，“此次

爱心捐赠活动是公司作为基层党组织参与

社区党建的第一步，今后，我们将继续通过

多种形式的党建公益活动，更好地将企业

资源下沉到社区，为社区发展助力。”

事实上，久金广场内已有不少入驻企

业主动加入到“千百工程”队伍中。“作为金

杨社区单位的一员，我们落实为民服务的

理念，积极带动入驻企业参与‘千百工

程’。”久金广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我

们也将继续发动各企业多为社区做实事。”

党建搭桥 融通供需双方

金杨社区党委副书记陈新宝介绍，街

道以“千百工程”为平台，通过对社区单位

的资源和居民实际需求的全面梳理、整合、

评估、对接，确立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为

民服务项目，并以结对、共建和服务项目认

领的方式，使帮困结对社会化、结对共建协

议化、服务群众项目化以及党建联建长效

化。

据了解，金杨新村街道“千百工程”党

建品牌自 2012 年正式启动，如今已升级

至 3.0 版本。不仅服务项目更丰富多元，

参与结对共建的基层党组织队伍也不断

壮大。

通过“千百工程”，除了48个居民区党

组织外，街道辖区内 180余家社区单位党

组织也已开展共建联建，并以签约形式共

认领了600多个志愿服务项目，与1万多名

社区党员群众结成了帮扶对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千百工程”开展过

程中，金杨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作为供需双

方的中间桥梁，打破了以往一味地向社区

单位索取服务的模式，实现了双向互动与

对接。

“我们为社区单位量身定制党建共建

活动，让他们真正走进社区，也激发他们的

参与积极性。”社区党建服务中心负责人罗

冉芳说，“同时，社区单位不再是固定‘供’

方，我们也会积极对接他们的需求，整合资

源后为其提供服务，包括为社区单位培养

入党积极分子等，提升社区单位的获得感，

从而激发社区党建新活力。”

今年，“千百工程”全新推出子项目“金

杨特暖”，通过“金燕子行动”“阳光行动”

“暖心行动”等，重点聚焦社区失独家庭、特

殊学校学生、特困家庭的优秀学生及民营

养老院老人，把服务送到特定困难人群手

中。“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管理优势，

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与共建共享，使更

多社区居民得到近距离的贴心服务及全方

位的实惠。”罗冉芳说。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想下楼散

散步”这一简单的想法，是不少腿脚不

便或年老体衰者的梦想。近日，潍坊新

村街道杨家渡居民区推出爬楼机租赁业

务，帮助这些“悬空居民”走出家门，看看

楼下的世界。

居住在杨家渡小区的丁老伯就是这

样一名“悬空居民”，由于腿脚不便，他已

经多年没有走出家门。在新区残联推出

爬楼机租赁（助行）服务后，通过预约，他

得以享受免费的上下楼助行服务。爬楼

机外观类似一台轮椅，按下启动按钮后，

机器底部会伸出支撑杆，一升一降间，轻

松帮助腿脚不便人士上下楼。据计算，6
层楼的老公房，从顶楼到地面，使用爬楼

机只需不到10分钟的时间。

“杨家渡居民区有残障人士近 200
人，其中超过四成是肢体残障，此项服务

对这一人群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杨家渡居居委会主任丁海新说。有类似

需求的居民可以通过新区残疾人智慧公

共服务平台提出服务申请，经居住所在

地街镇残联核定同意后，就可在平台上

注册预约，并享受一年 120次的免费爬

楼机服务。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曹宣）

“妈妈，我弹琴也会像她那样好吗？”现场

观看钢琴演奏的孩子，向坐在身边的妈

妈问道。上个周末，高颜值的奥地利钢

琴家阿娜斯塔西娅·胡普曼走进曹路社

区，为居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演出在龚路中心小学的大礼堂举

行，慕名前来的社区居民早在演出前就

挤满了整个礼堂。整场演出既有肖邦、

李斯特等的经典曲目，还穿插了《茉莉

花》等中国民歌。演出过程中，胡普曼对

每首曲子进行了介绍，还邀请龚路中心

小学的学生共同弹奏了一曲。

据悉，胡普曼最近刚结束她访华巡

演的上海站钢琴独奏音乐会。作为参与

公益的方式之一，她接受了曹路镇的邀

请，走进社区为居民表演。胡普曼在演

出后说，演出本身不仅是观赏传播音乐

艺术，也是跟观众的一次情感互动，上海

小朋友的活泼开朗、现场互动的热情，同

样令她感到快乐、难忘。

前来欣赏演出的观众中有不少是学

琴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一名家长说：

“第一次现场欣赏钢琴演奏，孩子很兴

奋。能在家门口欣赏这样一场古典与现

代完美融合的音乐视听盛宴，我觉得身

为曹路人很幸福，期待更多的活动，期待

曹路越来越好。”

本报讯（记者 章磊）一幢三层小楼，

内部设置了亲子活动区、咖啡吧、书店、健

身房等设施……12月 18日，高桥镇首个

社区“文化客厅”——由同策集团打造的

“书集”多元社区业态空间正式启用。

据悉，这是同策集团打造的“书集”

首家实体店。三层的空间，一楼是亲子

育乐区，分成游乐场和教育区，供家长带

着孩子们游玩或学习；二楼是咖啡厅和

健身房；三楼分成了图书区、云办公厅、

文化体验活动区。作为核心的图书区，

集中展示文学、美学、哲学、历史及生活

等五大类图书，同时配备了共享书房供

居民随时“充电”。

据介绍，该实体店以书店为核心，融

入亲子育乐、精选生活、联合办公、运动

健身等多种业态，希望能够成为社区文

化精神生活中心，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

更多文化娱乐，同时与高桥镇的文化建

设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除了为居民提供文化活动的空间

外，丰富的文化活动也将成为特色。据

介绍，“书集”内设置了两个文化活动厅，

大的一个能容纳80至100人。“自从11月

初试运营以来，我们平均每周会举办两

场文化活动，邀请青年作家、艺术家、幼

教专家等，来到这里为居民送上专业讲

座。”“书集”项目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高桥镇也希望以这个社区

“文化客厅”为载体，打造一个能够展示

高桥文化的交流平台，聚集各类文化资

源，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助力高桥镇的文

化事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陈

志强）12月18日，上海教师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邮展在浦东新区盐仓小学举行。

展厅内，一张张见证中国改革开放40年

成就的邮票吸引众多师生驻足观看。

“小平您好”“光辉历程”“寻访40足

迹”“开放的陆家嘴”……此次展出的

100 框集邮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示了 40
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如

《一声春雷》邮集，用一枚枚邮票讲述从

1978 年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到全国农

村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翻天覆

地的变化。《浦东礼赞》邮集讲述浦东从

阡陌农田变身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

市的沧桑巨变，东方明珠、浦东国际机

场、东海大桥、金融贸易区等邮票展示了

浦东的发展变化。在浦东红色收藏家倪

胜昔带来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浦东新

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赵启正的题词——

“浦东开发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道路的见证。”

浦东新区青少年集邮研究会负责人

汪明章说，这次展出的集邮作品，都具有

一定的思想性、艺术性，反映了上海教育

系统较高的集邮水平。盐仓小学校长沈

忠华表示，学校将集邮活动列为第二课

堂，多年来坚持开展校园集邮文化教育

活动，被命名为“全国青少年集邮活动示

范基地”，通过开展各类集邮活动，提高

了学生德智体美素质的发展。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12月 18日，

伴随着一声声铿锵的击鼓声，以“耕耘在

‘家门口’的芬芳”为主题的2018年航头镇

文化工作成果展示活动拉开帷幕，包括舞

蹈、浦东说书、小品等形式的多种文艺节

目轮番上演，为居民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围绕航头镇年度重点工作，快板《沈

庄村民学报告》、浦东说书《古河新谈》、

舞蹈《秀色》、小品《留住乡愁》等，用生动

的艺术语言，再现村民积极参与“美丽庭

院”建设、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的场景。

镇文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当天上

台表演的节目全部由居民自编、自排、自

导，其中还有多个节目是今年各项文化

活动中的获奖作品。

当天，一批荣获“优秀组织奖”的居

村代表、2018年度各项文化活动获奖代

表、2018年度“十佳辅导员”接受表彰。

镇党委委员陶玉鸣表示，本次活动

的举办，旨在表彰一批在2018年度“家门

口”文化建设中辛勤耕耘作出贡献、取得

优异成绩的单位、团队和个人，并为居村

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优秀群文节目搭建舞

台，让身边人说身边事，从而更好地推动

航头镇“家门口”文化服务的建设。

航头镇居民蒋军妹既是当天小品

《留住乡愁》的表演者，也是年度“十佳辅

导员”之一，过去十多年来，爱好舞蹈的

她发挥特长，义务下乡为居村舞蹈团队

送指导、送服务。她说：“能用自己的一

技之长服务大家感到很高兴。这几年居

村舞蹈团队越办越多，演出水平也在不

断提高，大家在一起唱唱跳跳好热闹。

今后我要加入到‘家门口’文化服务的建

设队伍中，继续发光发热。”

近年来，航头镇立足“盐”“鹤”“家”三

大文化，努力挖掘乡愁记忆，着力打造“印

象航头”文化品牌。今年 6月中旬起，航

头镇文化服务中心通过统筹协调、整合资

源，正式推出“公共文化服务配送菜单”，

实现文化资源与社会需求的对接，点餐式

的“定制”配送服务让航头百姓畅享“家门

口”文化大餐实现“众口皆调”。

此外，航头镇还通过举行“鹤”之系

列活动，打造“百姓小舞台”、开辟曲艺沙

龙等提升文化阵地功能、文化服务效能、

文化空间利用，做好公共文化服务“最后

一公里”建设。

本报讯（记者 陈烁）已成为东明路

街道一张文化“名片”的东明青少年打击

乐团日前迎来成立 3周年的日子，并将

在本周日下午带来 3周年新年音乐会，

让更多人感受打击乐的魅力。

上海东明青少年打击乐团成立于

2015年12月，是中国青少年打击乐团旗

下的一个特色乐团，乐团曾多次参加全

国青少年打击乐比赛，并获嘉奖。每年，

乐团会定期举办汇报音乐会，为所有团

员搭建一个展现自我才华的平台。就在

近日，东明青少年打击乐团面向一至七

年级的在校学生，再次进行团员招募。

临近岁末，上海东明青少年打击乐

团又要进行汇报演出，12月 23日下午，

在东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不见不

“3”三周年新年音乐会。乐团的孩子们

届时将展示爵士鼓齐奏、打击乐合奏、非

洲鼓合奏等不同形式的多个曲目。

金杨“千百工程”整合资源服务社区
近200个服务项目涵盖了居民生活各方面

上海教师邮展举行

方寸之间反映
40年辉煌成就

青少年打击乐团
成东明文化“名片”

航头“家门口”文化建设进行成果展示

居民自编作品登台“串烧”

高桥首个社区“文化客厅”启用
综合亲子、文化体验等多种功能

长达村村民表演的舞蹈《开心阿奶》，反映了新农村阿奶快乐生活的情景。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奥地利钢琴家
献艺曹路社区

爬楼机租赁
助“悬空老人”出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