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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报讯（记者 陈烁）12月24日，唐镇

举行了“家门口”服务提质增能现场推进

会。目前唐镇31个居村家门口服务站（中

心）已全部落实“四化”建设要求，该镇“家

门口”服务提质增能实现了全覆盖。

今年10月，唐镇正式启动“家门口”服

务体系提质增能工作，31家居村家门口服

务站（中心）全部落实办公空间最小化、服

务空间最大化、服务项目标准化、服务标识

统一化的建设要求。同时，10个村的家门

口服务中心全面开展党建服务站、文化服

务站、市民事项受理服务站、联勤联动站、

村卫生室的“四站一室”建设，致力于打造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生活圈的升级版。

在当天的现场推进会中，唐镇党委政

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村居相关负责人，先后

参观了民丰前进村、唐镇唐四机口村和虹

二虹四村的家门口服务中心，感受了几个

村改造升级后更完善的“家门口”服务。

民丰前进村党总支书记汪镜明介绍，

为做实“四站一室”功能载体，村里将腾出

的办公空间加以利用，设为党建服务站；在

市民事项受理服务站中，推动村两委班子

“下楼办公”；将原有的矛盾纠纷调解室设

为联勤联动站；建立文化服务站，增设了书

柜、报架等；村卫生室则提供多种医疗便民

服务。

在改造后的虹二虹四村家门口服务中

心，“四站一室”也一应俱全，在市民事项受

理服务站，综合服务、就业援助、民政救助

等服务标识醒目悬挂，墙上还公示着服务

清单。在文化服务站和村卫生室所在的西

区，有着彩色路面、花坛等，被村民称为“小

公园”，不断有村民来此玩乐。

唐镇党委副书记康叶红介绍，12月17
日-19日，镇里组织了两个验收组到各居

村进行验收。验收发现，各居村家门口服

务站（中心）均已落实“四化”要求，且对信

息平台录入更新更加重视。同时，动脑筋

挖掘区域资源，惠民活动丰富多样，比如，

大众村推出妇女编织社、虹四村推出邻里

调解工作小组、唐丰苑推出周二沪剧日等，

充分利用区域内外资源，满足居村民多样

化的需求。

验收过程中，工作人员也也发现了一

些问题，比如人员素质有待提升，村里的

“一网通办”工作人员急需培训；“三会”制

度还需要健全，智能化建设有待推进。

另外，结合“美丽庭园”建设，深入村

宅，唐镇目前还建成了 16 个家门口服务

点。如民丰村重新使用废弃十余年的江南

四合院江北宅，在老宅内设立农家书屋、党

建服务点、妇女微家，为村民提供休憩、娱

乐的好去处；唐镇唐四机口村另建设的王

家宅家门口服务点梳理需求清单，开展爱

心“微心愿”上墙，让有实力、有资源、有社

会责任感的企业和机构主动认领，做好供

需对接。

唐镇党委书记金卫国表示，未来唐镇

各居村的家门口服务站（中心）还将进一步

与“美丽庭院”、河道治理、百姓舞台及智慧

小区等结合起来，拓展“一门式”服务新空

间；另外，提升“家门口”服务的智能化水

平，通过远程办理、现场受理及代办等多种

方式，让百姓不出村居就能办事；提升对

“家门口”服务的指导能力，不断增强服务

功能与特色，真正把“家门口”服务体系办

成百姓满意的实事项目，发挥它的最大作

用。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橘粉色外

墙、大采光落地窗……张江镇环东养老

院近日正式开院。这家由慈善企业家部

分出资的养老院填补了当地养老机构的

空白。

这家家门口养老院的背后，有着爱

心企业家回馈家乡的真情。2012年，上

海建国社会公益基金会捐助1500万元，

用于建设环东养老院。而这家基金会，

是由企业家瞿建国于 1993年捐资 1000
万元、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瞿建

国是一名土生土长的“环东人”，曾担任

过孙桥人民公社副社长兼孙桥工业公司

总经理。1987年初，他辞去公职，创立

申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开启中

国股市发展先河的“老八股”之一。离开

孙桥时，他对乡亲们说：“我离开孙桥去

办企业，绝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享受，今

后有了能力我一定报答家乡。”创业成功

的瞿建国心系父老乡亲，20多年来该基

金会从事的各种公益活动达 100多项，

累计捐助 1万多人次，包括资助孤困老

人、失学儿童和白血病孩康复等。

环东养老院位于三灶路 1101号，占

地3800平方米，建筑面积2972平方米，绿

化面积1360平方米，核定床位80张。养

老院设施一应俱全，院内配有餐厅、洗衣

房、医务室、康复治疗室、图书室及多功能

活动室等，还配备智能化呼叫、管理、监控

系统。老人居室分6人间与5人间，房间

外配有宽敞的卫生间、浴室扶手、防滑地

面等养老助残设施。另外，养老院还配备

了医务人员及护工，为老人提供专业的养

老服务。

据了解，环东养老院为公立性质，环

东村老人可以优先入住。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王伟）“这条路上什么时候装路灯了？”

最近，家住万祥镇的的居民发现，万牧

路、广杰路、展茂路、万农路 4 条道路

上新安装了一批路灯。一位居民感叹

道：“原来向大调研组反映问题真的管

用。”

今年以来，万祥镇全面开展大调研

活动。在走访调研中发现，镇域内部分

道路未安装路灯，居民夜晚行走在路上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针对这一情况，

镇相关领导带队调研组对一些夜间通行

条件差、群众反映强烈的路灯缺配点位

进行现场查看。同时，规建办等相关部

门迅速行动，结合村委会意见，制定落实

路灯装配方案，对万牧路、广杰路、展茂

路、万农路 4条道路实施第一批路灯安

装工作。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路灯的安

装，将改变附近村民长久以来夜间无户

外照明的困境，改善了他们夜间出行的

安全。

据了解，根据大调研工作要求，结合

美丽庭院、缤纷社区建设，第二批路灯的

安装建设工作也已提上日程，预计在

2019年初进行施工。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12 月 24 日，

海曲墨韵第三届书法名家作品展暨欧阳

文石“汉字·尊重”篆书艺术展在浦东新区

南汇博物馆开幕。展览将持续到 2019年

1月 3日。

此次展览共展示篆书作品 50 件左

右，内容涉及毛公鼎、石鼓文、战国中山王

铭文到楚篆、秦篆和小篆等。展览按照时

间顺序，对当前篆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

理，同时对中山篆等稀有书体加以补充。

参展艺术家欧阳文石是中华文化发展促进

会理事，曾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奥地

利、德国举办个人书展或联展。

近年来，惠南镇将书画创作作为文化

建设抓手之一，创建全国“书法之乡”，弘扬

中华传统书法艺术。“海曲墨韵书法名家作

品展至今已是第三届，经过三年的精心打

造，已成为惠南镇书法爱好者交流书艺、展

现才华的舞台，有效搭建起书法家与书法

爱好者沟通的桥梁与纽带。”镇党委委员邱

卫说。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杨佳

妮）为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合庆镇近

日组织青年大学习活动。来自各基层

单位的团支部书记们，通过学习和参观

活动，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和变

化。

首先，各基层单位团支部书记集中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7·2”重要讲话及

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之后，青年们

前往位于民生艺术码头·八万吨筒仓艺

术中心参观《看见·梦想——庆祝中国改

革开放 40周年暨浦东开发开放 28周年

影像艺术展》。

合庆镇机关五支部团支部书记胡

辰怡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改革开放

的见证者，也是受益者。展览中一幅幅

的照片展现了浦东开发开放过程中翻

天覆地的变化和巨大成就。作为青年

一代的我们，今后更应在自己的岗位上

不断突显自己的力量，谱写奋进的青春

篇章。”

庆丰村团支部书记奚伟则表示，作

为一名基层团支部书记，将找准定位，

认真履职，把握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规

律，以青年人的朝气蓬勃，为基层团工

作出一份微薄之力。
■本报记者 章磊 通讯员 付雅玲

2008年 5月，向汶川大地震捐款 10万

元；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交特殊党

费1万元；2013年4月，向雅安地震捐款10
万元；2014年，向云南鲁甸地震捐款 10万

元；2017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交特

殊党费40万元……这些年来，累计捐款逾

42万元，交特殊党费超40万元。这样的一

份账单，来自高桥镇离休干部、九旬老人马

振琼。之所以这么做，因为老人一直有个

心愿：“我要把有限的余生贡献给社会，我

要帮助有困难的群众。”

马振琼是中粮集团的离休干部，唯一

的女儿在1998年去世，丈夫也在2003年逝

世。平时，她就住在敬老院或康复医院。

马振琼在单位工作就古道热肠，离休

后更加热心公益事业。捐款时，她出手阔

绰，但对自己却异常节俭，甚至可以用“抠

门”形容。老人身上的衣服，是用女儿留下

的服装改的；除了一日三餐，平时连水果都

舍不得买。有一次，她看见路边小贩在卖

小番茄，很想吃，但又舍不得买，最后还是

老年公寓的舍友知道后，买了两斤送给她。

在帮助别人的时候，马振琼老人从不

犹豫。敬老院里的老人、护工，只要谁有困

难，她都会拿出离休金来帮忙。她经常说

的一句话是，“我生活得很好，省一点下来，

可以帮助周围的人。”

是什么信念让马振琼长期无私奉献？

用老人自己的话来说，“是党把我从苦海中

解救出来，而且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干部，

使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马振琼 1928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

的家庭，1949年8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1954 年初，她奉调到粮油公司工

作。1956年她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

于历史原因，直到2007年7月，马振琼才实

现自己的心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

党员。漫漫51年，她对党始终执着追求。

马振琼充满爱心、乐善好施、长期主动

无私帮助他人，积极参加公益事业，她对党

的热爱之心、对人民的慈善之举、对青年一

代的关爱之情，赢得群众高度赞誉。马老

热衷于慈善公益的事迹被创编为话剧《心

愿》，在浦东这片热土上传颂。

今年已经是90高龄的马振琼，患有多

种慢性病。她说，百年之后，要把所有积蓄

都捐给国家，尽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微薄

心意。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王

欣）近日，来自金桥镇机关、社区党建服

务中心、城市家园居民区、通汇汽车零

部件配送中心有限公司、安吉通汇汽车

物流有限公司的 5 个党支部的党员参

加了“我们一起走过”的主题党日活动，

分享改革开放亲身经历，共话心中感

想。

活动中，党员们认真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观看了反映浦东开发开

放 28 周年的纪录片《这里是浦东》，党

员代表们还讲述了自己亲历的“改革

开放那些年”，用真实细小的体悟展现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党员们还兴致

勃勃地参观了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看着墙面上一幅幅富有时代感的照片，

大家感慨万千，忍不住热议起那个年代

的片片记忆。

据介绍，金桥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

于今年 4 月开展了“我与改革开放”作

品征集大赛，共收集到 150余件反映金

桥镇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变化的征文和

照片，主办者精选出其中的优秀作品汇

编成册，供全镇范围内进行交流学习，

使更多的党员和群众感受和了解中国

改革开放和浦东开发开放所取得的成

就。

31家居村家门口服务站（中心）改造完成

唐镇“家门口”服务提质增能全覆盖

“海曲墨韵”展汉字魅力
市民在参观“汉字·尊重”篆书艺术展。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捐款40余万元的“抠门”老人
——记高桥镇离休干部马振琼

由本地企业家爱心捐助修建

张江镇环东养老院开院

大调研推动万祥民生建设

路灯照亮了村民回家路

金桥举办改革开放主题党日

合庆团干部感受改革开放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