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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惠南社区助老服务社遗失

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证书正、副本，

编号：2004250833，法定代表人：冯敏

芝，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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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ZPMC）是

重型装备制造行业的知名企业，成立至今，企业致

力于助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创新”成

为企业的成长源泉。

振华重工拥有完善的科研创新体系，具备研发

新型港口机械设备、重型海洋工程装备、智能系统等

产品的能力，每年将不低于营业额的3%投入到科技

研发中，重奖科技创新成果和有功人员，每年奖励支

出达千万元，基本实现了“每年创造一个世界第一”

的科研目标。截至目前，公司共获有效专利授权770
件，其中国际授权29件 ，国内专利741件。

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振华重工建设了一系列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港机、海工、钢结构项目，为品牌价

值打下坚实的基础。振华重工研制的大型港口集

装箱机械和矿石煤炭等散货装卸机械产品，如今已

遍布全世界 101个国家和地区，并连续 20年占据全

球市场第一的份额。企业具有年产100万吨钢构的

能力，并具有强大的海工设备研发制造能力，同时

已进军各类节能环保设备领域，其中在风机钢结

构、风电设备安装船及平台等颇有建树。

“不欠债离岸”管理模式是振华重工服务方式的

一次重要变革。该模式是一种质量管理机制的转

变，是指在公司产品发运时，不允许带着质量隐患发

货。同时，通过“债”的分解落地，明确各层级职责与

义务，使每个员工、岗位、部门有效履行责任，不让

“债”离开自己所管辖的“岸”，形成“人人参与交付、人

人对其客户负责”的质量管理机制。在该模式的推

动下，公司产品质量安全情况总体平稳，客户满意度

不断提升。2016年，“不欠债离岸”管理模式荣获中

国政府质量领域最高奖——“中国质量奖”。

振华重工成立之初，就将市场定位在国际市

场，并在全球设立了 28家海外分支机构，形成了以

上海为中心，营销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的体系，提供

集设计、制造、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售后服务，提升

“ZPMC”品牌的美誉度。

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每 8 秒就有一个微

创的产品被用于救治患者生命或改善其生活

品质或用于帮助其催生新的生命。成立 20
余年来，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已成长为中国领先的创新型高端医疗器械企

业。

作为国内第一家介入医疗器械研发企

业，微创自 1998 年成立以来所研发的中国第

一个球囊扩张导管、第一个冠脉裸支架、第一

个药物洗脱支架，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对心

脏介入器械的垄断，将进口产品的价格拉低

到原有价格的三分之一，带动了微创伤手术

行业整体更可及、更普惠化的发展趋势。凭

借“10+5”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公司在多个领

域不断取得自主创新突破，惠及数以百万的

全球患者，每名患者每年可少支出近万元医

药费。

20余年来，微创坚持以患者和医生需求为

主导，以创新为核心动力，已上市产品约 300
个，产品已进入全球 1万余家医院，覆盖亚太、

欧洲和美洲等主要地区。2014年推出的药物

靶向洗脱支架系统更是令微创在冠脉支架领

域完成了从追随者和并跑者到全球引领者的

跨越。目前，在冠心病介入治疗、骨科关节、心

律管理及大动脉介入治疗等多个分支领域，微

创的市场占有率均位居世界前五。

微创的业务如今已覆盖心血管介入及结

构性心脏病医疗、心脏节律管理及电生理医

疗、骨科植入与修复、医疗机器人与人工智能

等十大业务集群，在中国上海、苏州、嘉兴、东

莞以及美国孟菲斯、法国巴黎近郊、意大利米

兰近郊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地均建有主要生

产（研发）基地，形成了全球化的研发、生产、营

销和服务网络。目前，公司进入全球化发展阶

段，通过“一个微创”的品牌战略形成品牌合

力，并最大化微创品牌的价值。

微创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坚持追求细

节、坚持创新，不断赢得政府、社会、患者的广

泛认可，曾荣获 2018年度上海市质量金奖，成

为设奖18年以来，医疗器械行业唯一获此殊荣

的企业。2018年，微创被评为上海市“质量标

杆”企业，通过首批“上海品牌”认证。

为推进上海“四大品牌”战略，2018年上海发布首批获“上海品牌”认证企业名

单，其中浦东有15家企业上榜。本报现通过“认证企业风采展”专栏展现这15家企业

在品牌建设、质量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浦东在“上海品牌”建设中的突出作

用。

每年创造一个世界第一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患者和医生提供最优医疗解决方案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3月12日，塘

桥街道举行了一场“世界咖啡馆”式的交

流会，居民代表、自治团队负责人、基层社

工、社会组织专业人士展开讨论。

这是塘桥街道“益联塘桥——‘家门

口’服务供需对接”项目的“创新工作坊”

活动。接下来，街道还将举行“能力拓展

营”“供需对接会”，让社会力量更加有效

地参与到“家门口”服务提质增能中。

各方声音讲透需求

在前期的需求调研中，塘桥街道提炼

出社区调解、文化活动指导、“美丽庭院”、

帮困服务、为老服务、社区自治这 6个居

民最关心的需求。当天的讨论也围绕着

这些话题展开。20余名参与者分成 4组

开展讨论。

“我们社区的文化团队希望有专业老

师参与，指导他们开展活动。”在第一组，

蓝东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孙红菱首先打开

了话匣子。同组的居民代表李阿姨虽然

不居住在蓝东居民区，但也对此表示认

同，她以自己为例进行补充：“我参加了小

区歌唱队，需要老师指导歌唱技巧，因为

我们大多是凭爱好聚在一起的老年人，希

望老师讲得通俗一点。”

“我们目前拥有的服务，完全能够满

足大家的需求。”社会组织益社公益文化

发展中心社区项目负责人李振宇表示，李

阿姨提出的需求，对于益社而言已经是成

熟的项目模式，此外他们还能提供睦邻点

文化服务、社区晚会策划导演等服务，足

以满足社区居民在文化方面的各项需求。

“通过今天的交流探讨，我们希望社

会组织能够倾听各方声音，充分理解居民

需要哪些服务，并在会后开展项目策划，

推出能够直击需求‘痛点’的项目。”塘桥

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切实提升“家门口”服务

“益联塘桥”还安排了两个步骤，分别

是帮助基层居民区社工与社会组织成员

提升能力的“能力拓展营”，与最终让成果

项目化落地的“供需对接会”。

“能力拓展营”即将举行。塘桥街道

将邀请新区地工委、民政局相关事务的负

责人，与高校教授、社会组织专业人士来

到社区，开展授课培训。

根据方案，授课内容包括新区“家门

口”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要求、项目设计技

巧辅导、演讲技巧辅导等。该项目一方面

提高基层居民区社工对接项目时各方面的

能力，同时也为社会组织“开小灶”，帮助其

在之后的项目路演阶段，能够有更好的表

现。

“供需对接会”则将在 3 月底举行。

会上各个社会组织将路演各自的项目，并

通过专家点评、社区代表“点赞”等程序，

最终由居民区认领所需要的项目，正式成

为社会力量参与“家门口”服务提质增能

的成果。

“我们希望将更多的资源、服务、管理

放到基层，让老百姓能更好享受‘家门口’

服务。”塘桥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益联塘桥”将成为社会组织融

入“家门口”的桥梁，塘桥会从中汲取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全面推进“家门口”服

务提质增能。

3月12日，浦兴路街道区域化党建
宜居家盟启动，党员志愿者们共同种下
大爱树苗，播种2019年的美好祝福和希
望。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3月12日，周

家渡街道举行“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

招聘会上，周家渡街道“创享集市”正

式开市。甜点作坊、陶瓷工艺品、布艺工

场、艾灸养生、绿色蔬菜……这些集市上

的店家，都是周家渡街道“孵化”成功的小

微企业。

周家渡街道自去年提出“美好周家

渡”创业就业三年行动计划以来，多措并

举，加大“家门口”创业就业服务力度。

2019年“春风行动”一开始，周家渡街道就

召开“家门口”创业就业工作联席会议，成

立工作小组，成员由街道与创业就业服务

有关的职能部门组成，包括派出所、消防

大队、市场监督管理所、残联、总工会、妇

联、团委、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等。将

来，该小组将定期举办联席会议，搭建街

道创业就业服务平台，建立创业就业工作

长效机制。

周家渡街道的“家门口”就业服务

也随之升级，周家渡居民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专业的就业服务。当天，周家渡

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分别与上

南五村等 33 个居委签订做好“家门口”

就业服务责任书，共同承诺做好“家门

口”就业服务。街道在 33 个居委设立

“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提供创业就业服

务资源清单。

参加此次招聘会的企业有 54家，提

供岗位 1000多个。同时，工会、妇联等部

门还在现场设摊，提供计生、居住证办理、

社会保障、劳动维权、职业指导等相关政

策咨询服务。

本报讯 （记者 陈烁 通讯员 姚思

婕）电子屏幕随时查询租房、就业等信息，

扫二维码可了解活动室安排，智慧图书馆

可以随时自助借还……作为浦东新区居

民区“家门口”服务提质增能试点示范站

点之一，唐镇唐丰苑“家门口”服务站日前

完成提质增能。

从入口的触摸屏开始，唐丰苑“家门

口”服务站根据居民日常使用感受进行了

软件升级，功能设置更加符合居民实际需

求，新增了租房、就业、资源库、文化云等

信息，并直接链接至相关平台，居民不出

小区就可进行租房、就业等信息的搜索，

并进行需求对接。

党建服务站升级后更加突出政治功

能，并增设社区群众活动团队、优秀团队介

绍等，还新设置了党员积分显示屏，党员参

与三会一课、组织生活、志愿服务等都以积

分形式进行展示。积分则作为党员年度民

主评议、参加评先推优活动等重要依据。

各活动室门口也新增了二维码，居民通

过手机扫码即可获得该活动室的时间安排

和活动情况，并根据个人喜好进行点单或评

价。这样既方便居民了解社区活动，也便于

工作人员更全面了解居民的反馈问题，及时

调整活动，提升各类空间的利用率。

为了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在提质增能

推进过程中，唐丰苑“家门口”服务站完成

了与唐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终端

对接，居民不出社区，就可享受到高效、便

捷的政务服务。

智慧图书馆则是又一个吸引人的智

能装备。唐丰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俞华

介绍，基于物联网的创新阅读模式、大数

据的图书服务体系，唐丰苑“家门口”服务

站在原有喜马拉雅微信扫码听书服务基

础上，引进了全民智慧阅读服务平台，为

居民提供身边的智慧图书馆。通过智慧

图书馆，居民可线上检索预约书籍，线下

扫码借阅，30秒完成便捷借还，不仅实现

了无人化管理、自助式体验，还极大地激

发了居民主动阅读的热情。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近日，祝桥镇

进行2019年“美丽庭院”建设暨河长制工

作部署，扎实推进河长制及水环境综合治

理各项目标任务。

今年，祝桥镇将继续推进河道综合整

治工程，完成313条河道消劣任务和农村

污水治理提标完善工程，全面拆除沿河违

建，同时将自我加压，力争提前落实 2020
年至 2021年目标任务，推动水环境治理

全面见效。

祝桥镇区域发展办公室表示，今年将

以河长巡河履职、沿河违建整治、河道综

合整治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质达

标和“清四乱”专项整治等工作为重点，结

合“美丽庭院”建设，引导群众参与中小河

道整治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巩固长

效管理。

去年，祝桥镇将水环境治理纳入“美丽

祝桥”系列建设工作，通过整合资源，实现

多方联动，将中小河道整治与环境综合整

治、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协同推进。依托

市场监督、劳动监察、安全监察、环境监察

以及城管执法，联合施压，形成整治合力。

同时，发挥动迁、减量化、产业结构调整等

政策的正向激励作用，促进河道整治，实现

了 200条河道水质达标，推进了 122条河

道项目工程建设及36个居村、12145户农

村污水治理提标完善工程。

塘桥社会组织与居民代表面对面讨论百姓需求

架起对接桥梁 集聚资源服务基层

祝桥镇部署水环境治理任务

浦兴党员志愿者
春日种树

周家渡多举措推进创业就业服务

唐镇升级“家门口”智能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