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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城开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和番建设分公司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2900173339902，遗失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报记者 张敏

3月 29日，浦东警方针对外卖、快

递骑手交通行为特点，升级了管理“套

装”，在统一穿着编号安全反光马甲基

础上，升级外卖、快递骑手交通文明记

分管理APP，新增 48小时处置时限，一

年内发生3次逾期未处理情况的，将纳

入“违法（规）较多重点人员”名单。

外卖、快递骑手交通文明记分管理

APP记录骑手交通违法、违规、记分、学

习和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工作等情况。

对于骑手而言，一个记分周期为一个自

然季度，一年有4个记分周期。

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分达

到 12 分的，骑手利用骑手 APP 进行网

络学习和测试，测试通过后，清除 12
分；在一个积分周期内累计记分达到

24分或第二次达到 12分的，骑手应停

止接单，就近选择“浦东交警文明交

通志愿服务实践路口”进行不少于 1
小时的交通文明志愿服务，完成志愿

服务，经路口民警确认评价并信息上

传后予以清除 24 分或者第二个 12 分

（如本周内未通过网络测试的，应先

进行网络测试，合格再后参加志愿实

践）。

如果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分超

过 36分或者第三次达到 12分的，系统

将该骑手信息纳入“违法（规）较多重点

人员”名单。企业会要求骑手停止接

单，将该骑手调离骑手岗位、禁止注册

或者辞退处理。

管理 APP 升级后，骑手非现场执

法的交通违法记录，会被实时推送到

APP 骑手端，骑手应在 48 小时内到指

定交警窗口进行处理。超过48小时未

处理的，视作逾期未处理。一年内发生

3次逾期未处理情况的，纳入违法（规）

较多重点人员名单。

浦东警方在今年 2 月已经对违法

多次的骑手，多发的违法类型以及3家

外卖快递企业处罚情况进行了曝光，并

下架了一名“超36分”骑手。

浦东警方升级外卖浦东警方升级外卖、、快递骑手交通记分管理快递骑手交通记分管理APPAPP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茶饮、手作、

艺术展览等，都能在一座古镇老宅内实现

“一站式”体验。3月 30日，位于新场镇东

后老街 203 弄的“闻山集”开门迎客。今

后，这里将成为又一个吸引年轻人集聚的

文化艺术空间。

推开“闻山集”的大门，阳光透过彩色

玻璃映照雕花屏风，中西交融的文化气息

扑面而来。中庭内放置桌椅，可供饮茶、

休憩，院内曲径通幽，山石造景发出潺潺

水声。四周厢房则分别改造成为艺术展

厅、手作坊等，作为开展活动、聚会的空

间。

东后老街203弄由文创团队山闻文化

传播（上海）有限公司于今年1月启动设计

改造，在老宅原有空间布局的基础上，融

入现代化的风格设计，老宅得以焕发新

生。

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场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与活跃的文创氛围，吸引了

团队。定位为艺术生活空间的‘闻山集’

在主营茶饮之余，更希望为当地青年提供

一个接触国际艺术、感受文化生活的体验

空间。”据悉，“闻山集”的艺术展厅内将全

年更新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展。

目前，芬兰国宝级艺术家瑞丽莎的玻

璃艺术品正在“闻山集”内展出。古色古

香的厢房内，一件件色彩鲜艳的玻璃艺术

品，在灯光的照射下散发出斑斓光彩。瑞

丽莎在专业时装和珠宝设计领域极富盛

名，近年来，她把注意力转向玻璃艺术，形

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她制作的玻璃艺术

品曾被当作芬兰国礼。

当天，“大师工作室”揭牌成立，今后，

来自国内外的知名艺术家也将来到“闻山

集”进驻办展，交流教学。同时，“闻山集”

也将为具有潜力的青年艺术家提供展示、

孵化的平台。

2017年，新场获评“全国特色小镇”。

围绕“都市古镇，活力新场”的总体定位，

新场镇坚持生态、宜居、人文的目标，打造

以休闲度假、文化创意和高端制造为主的

特色“文创小镇”。近年来，新场在推动文

化产业发展方面不断创新探索，逐步形成

多个不同形式的文创空间载体。

坐落于古镇海泉街 46 号的“缶+”文

创体验空间，由艺术浦东（上海）艺术品有

限公司运营，通过引进优质文创资源，挖

掘古镇传统文化，融合文创产品零售、休

闲茶吧、共享书屋等，相继开展了各类展

览、培训、讲座以及手作体验课，让更多人

体验到新场的文创魅力。

此外，位于新场大街 311 弄的 311 艺

术家工坊，由小弄堂里的旧式院落经过保

护性修缮改造而来，吸引了“纸普公坊”及

“入版社”两个艺术家工坊入驻，成为一个

集展示、培训、体验、交流、交友和产品销

售于一体的公共空间，为新场古镇注入了

新的活力。

在挖掘老宅资源、开拓文创空间载体

的同时，新场不断提升服务能级，吸引更

多创客团队的加入，为丰富“全国特色小

镇”内涵集聚人才。

成立于 2017 年 7 月的新场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作为推动古镇文化发展的平台

性企业，致力于打造文创新场服务平台，

缔结同业团结的纽带。此前，公司发起

“文创新场空间合作”的倡议，吸引创客加

入古镇文创大家庭，错位竞争、良性发展，

为特色小镇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位于

古镇“家门口”服务站内的创客中心目前

每月开展一次“聚力创客助力发展”活动，

并定期推出创客培训，提供政策、人才等

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实现线上线下全天候

服务，内容包括各类相关政策的培训解

读，先进企业的学习考察等。

微风一吹，紫白相间的玉兰花摇曳，还带有阵阵清香，沁人心脾。目前，航瑞路
两旁的玉兰花开正盛，成为春日里的一道风景线。

一名家住附近的居民表示，早晚赏花的感受各不相同，早上皎洁清丽、风韵独
特，到了傍晚，玉兰花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十分宁静而纯粹。

航瑞路是航头鹤沙航城社区的主干道，全长2.15公里，道路两旁种植了200多株
玉兰，经过几年养护，已经形成了具有规模的景观大道。

鹤沙航城是浦东四个大型居住区基地之一，航头镇规划部门表示，未来还将建
设多条景观道路，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加宜居的环境。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4月 2日，浦

兴路街道在浦一居委开设“家门口”就业

服务流动站，为居民提供更为便捷、到位

的“家门口”就业服务。至此，浦兴路街道

架起涵盖居委、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和

大爱乐业园、街道办事处的“三端管理”体

系。

“下楼散个步，发现有就业咨询，我赶

紧过来看看。”陈女士是名全职妈妈，现在

小孩即将上幼儿园，她打算重新进入职

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学西点有补贴，我

已经报名了。”

此次就业服务流动站摆在金桥新村五

街坊社区活动室门口，这儿也是社区居民

进出小区的必经之路。创业指导专家、职

业指导员、技能培训学校老师、居委就业保

障员、用人单位负责人等“一字排开”，现场

接受居民的咨询。短短两个小时内，不少

家长前来询问孩子的就业、培训、创业等问

题，也有一些待业青年前来咨询。

“以前，一些就业困难人员不愿迈出

家门。现在我们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

免除他们的一些疑虑。”浦一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朱家成表示。

浦兴路街道在新区范围内首创了

“家门口”就业服务的“三端管理”体系，

让就业服务“有据可依”“有迹可循”。作

为“家门口”就业服务体系的“起端”，就

业服务流动站深入居民小区，承担起排

摸需求、采集信息、提供咨询、定时服务

的职责。“家门口”就业服务体系的“中

端”——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和大爱

乐业园，则将通过服务窗口和工作室，让

居民轻松享受专业技术人员和社会组织

专家的服务，大爱乐业园还提供“创客服

务中心”“职业训练中心”和“技能体验中

心”等“家门口”特色就业服务。作为“家

门口”就业服务体系的“顶端”，浦兴路街

道办事处建立了创业服务和就业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发挥好联络人作用，承担起

提出目标、制定政策、协调工作、保障资

金、责任考核的职责。

据了解，未来就业服务流动站将在

浦兴路街道 40个居委轮流设摊，为居民

提供创业指导、职业指导、岗位招聘、就

业政策咨询服务。就业服务流动站还专

门制作了《浦兴大爱乐业园求职登记表》

《浦兴大爱乐业园创业服务申请表》《浦

东大爱社区创业大学技能培训报名表》

三张表，为居民提供持续的跟踪服务。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 通讯员 张

婴婷）近日，激动人心的入党誓词回荡在

南码头路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内。原

来，南码头将仪式教育下沉到各基层党

建服务站，让党建之花开遍整个社区。

当天仪式上，耄耋之年的徐立富作

为领誓人，率领200多名社区党员干部重

温了入党誓词。徐立富说：“仪式教育有

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每一名共产党员要

经常重温入党誓词，时刻警醒自己，牢记

为人民服务的奋斗理念，在自己的岗位

上多作奉献。”

目前，街道已在 27 个居民区设置了

仪式教育基地，还分别在直属党组织、楼

宇、园区中选择3个试点。每个基地都聘

任1名优秀党员作为领誓人。

作为“家门口”党建服务的载体，仪

式教育基地向基层党组织延伸和覆盖，

提升了区域化党建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街道党建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基

地布点后，街道将用足资源，拓展党建服

务功能，组建党员仪式教育共享阵地，让

“家门口”党建服务有新面貌、新内容，把

“家门口”党建服务站切实打造成党员思

想教育的阵地、传授知识的课堂、服务社

区的平台、展示形象的舞台。

本报讯（记者 陈烁 通讯员 陈志

强）近日，大团镇多部门联合开展清河岸、

清河面、清河障的“三清”专项整治，遏制

“水质反复、私搭违建、圈养家禽”回潮。

此前，经过持续推进黑臭河道整治、

消除劣五类水体等水环境治理工作，大

团镇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取得了较好成

效。但是，局部地区河道环境差、水质不

达标的问题依然存在。

自上个月开始，大团镇全面开展“三

清”专项整治行动，区河道管理事务中心

南汇管理站加强行业服务、监管、指导，

镇河长办、城运办、城管等密切合作，对

拆违后恢复河道原状、种植绿化、落实养

护保洁等进行现场办公。同时，联合执

法组人员积极向村民和外来人员开展宣

传，告知擅自排放污水、设置渔网、私搭

违建的危害性。

3月26日，由大团镇河长办、城运办、

河道、城管等部门联合组成整治工作组，

在巡查金桥村一条村级河道时发现了一

个正在排污的排污口。原来，附近一家

酒店经常将污水直排河里，造成水体严

重污染，附近村民意见很大，多次投诉。

发现这一排污口后，整治工作组人

员当场用黄沙水泥将其封堵，杜绝了污

水直排河道。同时，落实相关人员调来

水泵，通过昼夜抽水、调水，使河道水质

明显改善。之后，整治工作组对酒店进

行了处置。

此外，专项整治还清除鸡鸭棚 460
处、渔网簖60余个、违建3700余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 通讯员 余

达升）近日，北蔡镇根据流动党员很少与

家人团聚的特点，组织流动党员家庭开

展了以“爸爸去哪里”为主题的亲子体验

式党日活动，让流动党员在繁忙的工作

之余既能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又能与家

人进行良好互动。

当天上午，北蔡镇组织22户流动党

员家庭参观陈云故居，“大手牵小手”一

同步入纪念馆，党员们与自己的孩子一

起追寻先辈足迹，既是一次瞻仰学习熏

陶，更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坚定了大家立

足岗位建功立业的信心。当天，大家还

参加了亲子采摘活动，新鲜红艳的草莓

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传递着，欢声笑语不

断，气氛相当融洽。

这次亲子体验式主题党日活动，增

强了北蔡镇流动党员的荣誉感，增进了

他们与子女的关系。平日忙于奔波的流

动党员十分珍惜难得的与孩子近距离、

手拉手的机会，纷纷表示将积极参加党

的组织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刘杨）

近日，高东镇相关领导人调研了高东工

业园区内两家生产型企业，听取企业的

相关诉求，借此推动工业园区整体转型

升级，做好企业“留”“增”“招”服务。

上海金杨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是

一家拥有独立研发中心的老企业。座谈

会上，企业负责人介绍了公司目前生产

情况、合作伙伴、2019年新增项目、未来

可持续发展路线，以及目前遇到的一些

困难，如项目审批、容积率调整、园区配

套公寓等问题。

该负责人提出了一大问题，近些年

企业总产能每年增长 40%，但厂房面积

有限，无法扩充设备，年前订单虽已排

满，但产能跟不上。

参与调研的高东镇各职能部门负责

人逐个解答了企业提出的问题。高东镇

相关领导人表示，高东工业园区将整体

转型，正在打造特色小镇的产业社区，容

积率等问题有望迎刃而解，项目审批问

题将与上级有关部门沟通协调，至于园

区公寓问题镇政府也将牵线搭桥，统筹

考虑，让员工居有其所。

高东镇党委书记储明昌表示，既然

企业有想法、有愿望，政府必定跟进，并

采取“一事一议”，通过正规渠道解决问

题。

在上海凯航通力船用设备有限公

司，调研人员听取了公司董事长的介绍，

得知了公司行业人才断档，无综合型人

才，企业面临招工困难。

储明昌说，高东镇党委、政府下一步

将“腾笼换鸟”，对涉及邮轮产业相关的

企业进行筛选，做好邮轮产业所需的基

础设施建设，推动高东工业园区成为邮

轮产业的高质量聚集地，创造一个研发、

设计、制造、仓储、培训、教育、生活相结

合的特色产业社区。

老街“闻山集”开门迎客

新场文创空间丰富“特色小镇”内涵
高东镇
调研企业急难愁

大团开展
“三清”专项整治

浦兴构建“三端管理”就业服务体系

北蔡开展亲子体验主题活动

航头大居基地建成两公里“玉兰大道”

南码头基层布点党员仪式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