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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奋斗新时代·共筑中国梦——第二届浦东新区直管企业职工嘉年华”活动举行。嘉年华活动由企业展区、文化集市、
工会知识竞赛等板块构成。参与的企业职工通过参与知识问答、互动游戏、公益问卷等，完成集章任务，抽取职工福利大奖。

职工嘉年华活动是浦东新区直管企业工会联合会搭建共建共享平台的活动之一。本届嘉年华活动围绕如何进一步推动直管企
业整合内部资源，结合职工共性需求，打造企业和职工共建共享、直管职工专享服务生态圈。

图为企业职工在参与嘉年华二人有奖赛车活动。 □本报记者 黄静 文 徐网林 摄

本报讯（记者 徐玲）不是孤儿，却因

得不到父母妥善照顾而陷入困境的浦东

未成年人，今后有个“家”了。日前，浦东

新区“困境儿童临时照护点”在新区重度

残疾人寄养院正式挂牌，临时照护点的设

置为困境儿童提供临时养育场所，确保他

们第一时间得到安全妥善的照料。

即使是上海，也难免有这样一群具有

上海户籍的困境儿童：他们不是孤儿，但

因父母双方监护缺失、监护不当导致陷入

困境，或父母一方监护缺失、监护不当，且

另一方无抚养能力导致陷入困境，由祖

辈、亲属朋友、相关单位和组织实际照料，

同时未满18周岁，还是未成年人。过去，

这些儿童并不符合社会救助政策规定，无

法享受基本生活保障。去年起，符合条件

的未成年人都可以申请领取基本生活费。

除了基本生活费之外，一部分困境

儿童还需要临时养育场所。根据 2018

年发布的《上海市困境儿童安全保护工

作操作规程》相关细则，各区均在积极推

进困境儿童救助相关工作，其中，设立专

门场所或在区属社会福利机构中设置专

门区域承担辖区困境儿童的临时监护、

照料工作是重点。浦东新区民政局经综

合考虑，将浦东新区困境儿童临时照护

点定址于浦东新区重度残疾人寄养院。

重残院是全国首家公办重度残疾人养护

机构，民政局希望重残院能够继续发挥

大爱精神，在温暖残疾人的同时温暖更

多的困境儿童，让他们感受到关心和爱

护。今后，重残院将按照儿童福利机构

相关标准和规范积极完善临时照护点的

配套设施和相关服务章程，加强职工业

务技能培训，更好地加强浦东困境儿童

的托底保障工作，推进浦东新区困境儿

童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完善，更好地保

障儿童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昨日上午，金

桥镇2019年秋季公益招聘会在金桥来沪

人员就业保障服务管理中心举办。此次

招聘会的岗位招聘区共邀请了金桥开发

区内40余家企业参加，提供近百个岗位。

“我们有多少要多少。”招聘会现场，

一家船舶制造企业的招聘负责人表示，他

们企业缺少大量基础岗位的人才，但是现

在求职者对于公司的福利、工作环境的要

求也更高。该负责人表示，通过公益招聘

会，企业可以向这些求职者详细解释企业

的工作环境以及福利待遇，吸引更多求职

者关注。招聘会开始短短半小时，已经有

不少求职者向他们企业投递了简历。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金桥镇对新区启

航人员、建档立卡农民、应届毕业生、征地

人员、大龄低学历人员等重点服务人群进

行了深入的调查摸底，全面掌握重点人群

基本的情况、实际的困难以及就业的需

求，做到基本情况清、就业意向清。针对

摸底情况，就业保障员对重点人群提供

“1+1+3”服务，即一次政策咨询，1次职业

指导以及3次岗位推荐，为他们挖掘适合

的岗位，解决重点人群的实际就业困难。

金桥举行秋季公益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 黄静）在上海，有哪些

让你“过目难忘”的厕所呢？从10月21日
起，2019年“寻找上海最美厕所”征集评

选活动全面启动。

征集评选活动重点聚焦旅游景区、滨

江公共空间、城市道路两侧、公共广场、居

住区、农村地区、宾馆、餐饮场所、轨道交

通、医院卫生、商场超市、文娱场所等公共

区域对外开放的厕所，均可参与评选。同

时，活动主办方还将对往届获评的“最美

旅游厕所”将在本轮评选活动开展期间进

行回访。

针对入围的厕所，此次“最美厕所”

的评选标准在原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

的完善和创新。入围的厕所必须符合

“设置明确、清晰的厕所引导标识；设置

完整的配套设施，包括通风系统、除臭设

施、无障碍设施、卫生纸、洗手液、干手机

等；配备厕所管理员，每天定时进行消毒、

除臭、清理等”基础标准。角逐“最美厕

所”荣誉称号的厕所，需要接受“人文关怀

美”“绿色环保美”“外观设计美”“文明推

广美”和“功能创新美”这五维评分体系的

检验，只有具备这“五美”才能从众多竞争

者中脱颖而出，摘得殊荣。

本次活动采取官方申报、行业推

荐、社会自荐和市民随手拍等多种方式

申报推荐厕所参评。评选结果将于 11
月上旬“世界厕所日”主题活动期间公

布。

“上海最美厕所”征集评选启动
入围厕所需接受“五美”体系检验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2019中国上

海国际童书展将于 11月 15日至 17日在

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昨天记者从市

新闻出版局获悉，本届童书展展览面积

2.5万平方米，较去年增长 25%。与展会

同期举办的各类活动超过 300 场，刚刚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女作家奥尔

加·托卡尔丘克的唯一绘本作品《遗失的

灵魂》，将在童书展现场举办中文版首发

活动。

作为亚太地区唯一专注于 0至 16岁

青少年图书出版文化全产业链内容的展

会平台，创办于 2013年的中国上海国际

童书展，去年首度与国际童书行业风向标

——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实现战

略合作，显著提升了书展的国际认可度，

一跃成为全球欧亚布局的两个专业童书

大展之一，为中国童书出版文化“走出去”

“引进来”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交融

的平台。

据透露，本届展会参展中外最新童

书超过 6万种，其中外版童书约 2万种。

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400家国

内外参展商共襄盛会。与展会同期举办

的各类阅读推广和专业交流活动超过

300场，议题覆盖儿童内容全产业链。其

中，除了将继续举行“金风车国际青年插

画家大赛与插画展”“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国际出版人上海访问计划”“插画

师生存角”等特色活动，形成一定国际品

牌效应，还将结合国际专业领域的最新

发展态势，创新推出“童书+”项目、“立体

书特展”等活动，以期进一步深化童书展

的专业品质。其中，“童书+”为新设的长

期项目，“+”代表每年聚焦一个或引领趋

势或经久不衰的选题，今年主题为“艺

术、建筑与设计”。“童书+”通过特展、论

坛、研讨等不同形式对选题进行全方位

解析，以此延伸和拓展童书内容的广度

和深度。

本届展会版权区三天展期仅对专业

观众开放；综合区 15日对专业观众开放，

16 至 17 日对大众开放。根据观众预登

记情况，预计本届童书展将吸引 4万名观

众。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这下好了，小

区里有了专门的电瓶车充电棚，以后给车

充电就不用拉电线了，安全多了。”家住老

港镇花园新村的李大伯高兴地说。日前，

花园新村新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充电

棚完工，不仅排除了私拉电线充电带来的

安全隐患，还解决了电动车乱停放问题，一

举两得。这也是老港镇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聚焦民生实事，开

展调查研究，并积极整改落实的成果之一。

前期，老港镇领导班子在走访调研中

发现，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至少一辆电

动自行车，如此数量庞大的电动自行车停

放在小区里，所带来的停车难和消防安全

隐患问题十分严峻。而在楼道内私拉电

线充电、停放更是普遍现象。

事实上，居民区曾试图缓解这些难题，

但收效甚微。数月前，老港宏港苑居委在

小区内临时安装了一批充电桩，以减少居

民私拉电线充电的情况。但后因产品质

量问题，其中一台充电桩发生了自燃，居

委出于安全考量将充电桩全部拆除。

老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姚建安表

示，老港开展主题教育，注重解决群众最

急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镇里决定对一

些老旧小区存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乱象

进行整治，将镇内住宅小区电动自行车停

放、充电规范化，为百姓打造一个安全、宜

居的美好家园。

为此，老港以“美丽家园”建设为契

机，广泛征求业主、消防以及政府相关部

门等各方主体意见后，在多个老旧小区内

挖潜空间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设

备。而针对拆迁安置小区，老港则利用原

先规划建设的地下停车库增设电动车充

电设施设备，从而解决道路、楼道等公共

场地乱停车、充电难等问题。

截至目前，老港镇已完成花园新村和

联盛苑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充电棚建

设，已完成拆迁安置小区宏港苑4处地下

车库充电设施设备安装。“年内我们还将完

成两个老旧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设

备建设，以及推进宏港苑小区剩余4处地下

车库充电设施设备安装以及丽港苑小区2
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棚建设。”姚建安说。

与此同时，老港要求各居委定期联合

派出所、安监、房办等部门对小区楼道内

进行安全隐患检查，对电动自行车乱停

放、私拉电线充电的车主进行现场劝导和

整改，提高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

2019上海国际童书展11月15日至17日举办

诺奖新晋得主的唯一绘本将首发

浦东直管企业职工嘉年华活动举行

老港主题教育聚焦群众急忧盼

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一改乱象

浦东困境儿童有了温暖的“家”
“困境儿童临时照护点”挂牌

■本报记者 章磊

2019“临港·南汇新城杯”全国百城千

村健身气功系列展示活动将于今天下午

举行，曹路镇八段锦表演团队备受瞩目

——团队成员中，一半是汉族居民，一半

是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

这得益于曹路镇阳光苑居委的“民族

共建 美好家园”居民自治金项目。曹路

镇少数民族居民共有近 600人，阳光苑居

民区就有82人。启动于2018年的这个项

目，虽然时间不长，但让少数民族居民融

入社区，与汉族居民“一家亲”。

荒废绿地变身“民族共建园”

如何调动少数民族同胞的积极性，让

他们主动融入社区，减少邻里纠纷，一直

是阳光苑居委在思索的问题。而曹路镇

少数民族分会会长袁鹰也一直在考虑如

何让少数民族同胞走出家门，融入社区；

让汉族居民了解少数民族同胞，尊重少数

民族同胞的信仰和风俗。

袁鹰与居委干部想到了一起。2018
年，“民族共建 美好家园”自治金项目在

阳光苑居民区应运而生。

项目成立了，如何运作？一块缺乏管

理的绿地，成了契机。

民耀路 98弄南面水磅房的绿地，因

缺乏维护杂草重生，影响小区环境。少数

民族分会兄弟姐妹和阳光苑居民骨干在

居民会议上共同商讨，决定在此创建“民

族共建园”，既美化小区环境，也向居民宣

传“民族共建”理念。

在“民族共建园”建设中，大家分工

明确，少数民族分会共享花卉资源，送花

种、花架；居民对空间进行修整，清除杂

草，钉上围栏。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打造，

“民族共建园”成为小区的“美丽小庭

院”。

“民族服装秀”里有故事

社区居民对少数民族的风俗特色充

满好奇，为了让大家了解各民族的特色习

俗，“民族共建 美好家园”项目开展了“民

族服装秀”活动。

今年年初的社区春晚舞台上，少数民

族分会的兄弟姐妹们穿着不同民族的服

装，载歌载舞，用各民族的方式向大家拜

年。他们靓丽的装扮、热烈奔放的舞姿成

为整台晚会最吸睛的亮点。

晚会上，艾尔肯成为大家公认的“明

星”。个头高大的艾尔肯和妻子都是维吾

尔族人，就住在阳光苑。

之前，艾尔肯在民耀路和民春路口卖

烤肉烤馕，因为属于无证摆摊，经常有居

民投诉。

因为参加“民族服装秀”的排练，大

家与艾尔肯逐渐熟悉，也了解到了他的

难处，纷纷为他出谋划策：“我们很喜欢

吃你做的烤馕和烤肉，你为啥不去开个

店呢？”

社区春晚结束后，“明星”艾尔肯告诉

大家，卖烤馕烤肉的违建已经拆了，自己

在民耀路上开了个新疆饭店。“在这里，我

感受到了大家的善意：我有困难，分会同

胞、居委干部一起帮我想办法，让我的孩

子有书读，调解自己和邻居的矛盾。你们

都是我的家人。”他说。

“八段锦”搭建交流平台

少数民族分会会员刘鹏学习八段锦

数十年，得知小区内不少老年居民想学，

主动提出义务担任教练。每个周四的晚

上，在阳光苑居民区活动室，刘鹏老师带

领大家通过学习八段锦，培养健身好习

惯，倡导居民健康的生活理念。

刘鹏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手下管理

着几百个人，家中孩子也需要照顾，但是

他克服自己的困难，每次都准时来到活动

室，指导大家练习。

为了更好地与学员们沟通，他还建立

了微信群，把练习八段锦的注意事项编成

文字发到群里，学员们有问题在群里可以

随时讨教，方便年纪大的老人学习，没有

播放机，他就把自己家的拿过来。

从来没有上过舞台的阿姨们笑开了

怀。“我们年纪大了，可是我们还有一颗

年轻的心啊！八段锦让我们重新找回

自信和健康，谢谢刘老师。”一位阿姨

说。

阳光苑居委相关负责人说，“民族共

建 美丽家园”居民自治项目的开展，搭建

了互动交流的平台，成为居民参与社区自

治的重要载体，更让少数民族同胞走出家

门，融入社区，成为促进民族团结一家亲

的助力。

曹路镇少数民族居民近600人，如何让他们融入社区？

“民族共建”自治金项目促“一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