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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举行单

位选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通过现场参观、

交流发言，进一步推动单位选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工作，完

善代表履职平台，促进人大代表联系工作及基层人大各项工

作更深入开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德彪参加会议。

近年来，区人大常委会在全区各街镇（开发区）广泛开

展“人大代表之家”建设，推动民意沟通渠道迈出新步伐。

目前全区已规范和建设街镇层面代表之家70家，建立居村

（社区、选区、代表小组）层面代表联络点（接待站）1164个，

基本实现了街镇及开发区、社区、居村三级“全覆盖”。今

年6月，区人大常委会印发了《关于推进在单位选区建设人

大代表联络站的指导意见》，并陆续收到各街镇、开发区关

于代表联络站建设的计划方案。

当天，来自各街道人大工委、镇人大、开发区代表联络室

的与会人员参观了潍坊新村街道双鸽大厦人大代表联络站，

在随后举行的推进会上，潍坊新村街道、花木街道、高桥镇、金

桥开发区分别交流了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建设情况及下阶段工

作计划。周浦镇人大、祝桥镇人大、北蔡镇人大作书面交流。

据介绍，潍坊新村街道人大工委逐步建立完善了社区

“1+7+21”人大三级服务平台，并因地制宜，将辖区划分为

东、中、西三个片区，积极推进楼宇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坚

持硬件设施标准化、代表进站常态化、运行服务多元化，着

力实现选民知情问政、代表履职服务的“全天候”“零距离”

“多样化”；花木街道人大工委结合社区“家门口”服务体系

建设、结合“两新”党建工作，不断创新和改进人大代表工作

方法，建设有1个“人大代表之家”、6个“人大代表社区联络

站”、2个“人大代表楼宇联络站”、47个“人大代表居民区联

系点”，在服务和保障代表履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高桥镇人大加强代表与区域群众的联系，广泛听取代

表对联络站建设的意见建议，基本确定了首批 5个新设点

位，基本覆盖了联络站的各个类型；金桥开发区人大代表

联络室结合开发区实际，依托已建的党建阵地，筹建7个人

大代表联络室。

会议要求，各街道人大工委、镇人大、开发区代表联络室

要按照《指导要求》、各自上报的建设方案抓紧落实，按节

点、按要求完成；将代表联络站的运行管理、功能发挥纳入

到“代表之家”整个履职平台体系中总体考虑，积极探索用

好代表履职平台，在共建共享上下功夫，坚持“代表之家”运

行中好的机制、做法，充分发挥代表专业特长，开展各具特色

的主题活动，注重线上代表履职平台的建立、维护和使用。

■本报记者 徐玲

住进了新房，还有了自己的“营

生”，莎车农牧民实现了安居富民“齐

步走”。而这一切源于浦东对口援建

莎车以来，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着

力解决农村人口安全住房问题，全力

推进安居富民工程建设。

在 2017 年-2019 年第九批浦东

干部人才援疆期间，莎车又有 64020
户农牧民住上了安居富民房。目前，

莎车县安居富民房建设任务已经基

本完成，广大农牧民告别原先的“土

坯房”，搬入了安全舒适的抗震房，同

时，庭院经济、乡村工业和乡村旅游

拓宽了经济来源，他们的生活红火起

来。

从分散“土坯房”
搬到连片抗震房

莎车县有常住人口 101.7万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4.16万人，

多数农牧民原先住的是“干打垒”，也

就是用夯土建造的“土坯房”“土块

房”，而莎车县位于新疆地震带上。

援疆干部、莎车县住建局副局长左文

说，土坯房的安全隐患非常严重，当

地群众急切盼望改善生活条件。

上海援疆莎车分指挥部积极落

实沪疆两地党委政府的部署，为符合

条件的农牧民调整了安居房建设补

贴金额，农户可以在 41.4 平方米至

83.83 平方米共六种户型中按需选

择，新建造的安居富民房干净敞亮，

周边道路、广场、路灯等配套基础设

施一应俱全。2017年以来，共建成乡

村道路 517.6公里，实施了约 603.5公

里的自来水及排水管道工程，建造了

57座共20.05万平方米的村民文化广

场，农牧民在文化广场就能上课。

“土坯房”不分客厅卧室也没有

卫生间。对此，莎车分指又投入援疆

资金，实施 12 个乡镇 33 个村涉及

6154户集中排水管网、化粪池建设，

并对21个乡镇384个村涉及19250分
散户的户用厕所进行卫生标准化建

设。厕所革命实现了水冲式厕所入

室、卫生旱厕进院，农户如厕条件得

到改善，有力推进了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

为进一步缓解莎车群众反映比

较强烈的出行难问题，莎车分指高度

关注、持续发力，2017年投入援疆资

金购置大型客车 80辆、中型客车 102
辆，建设了公交智能调度大平台，新

建用于公交车加气的CNG加气站一

座。莎车县城市公交客运公司更新

车辆，增设线路、站点，将公交服务延

伸至城郊乡镇，覆盖人口达到 40 万

人，远期规划将覆盖80万人。莎车分

指还改造了县自来水厂消毒设施设

备，建设了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中心，

完善阿斯兰巴格工业园区和火车西

站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加强环境

保护，推进生态宜居建设。

不仅住得好
更要富起来

去年起，莎车分指会同县有关部

门进一步聚焦精准扶贫，把脱贫攻坚

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

安居富民房都有各自庭院，小的

有七八分，大的有一亩左右。左文和

援疆干部一起，为贫困户免费送去现

代农业园区内培育好的番茄、南瓜、

辣椒、葡萄等种苗，还找了技术人员

教农户养鸽子养牛羊。一畦一畦的

绿苗苗爬上架子，结出的瓜果端上了

农户的餐桌。除了自己吃，农产品还

能在莎车分指帮助下统一销售到市

场。在塔尕尔其乡26村，因为庭院里

都是沙地，莎车分指安排专项资金进

行庭院试点改造，将适合种植的土壤

换填到庭院里，还安装了滴灌设施。

莎车分指还把助力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推进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乡村

卫星工厂，发展建设理发、烧烤、超市

等“十小店铺”，方便农户就地就近就

业。阿热勒乡12村是深度贫困村，计

划于 2020年实现整村脱贫。在安居

富民点配套完善的同时，莎车分指在

该村建设了一座500平方米的卫星工

厂，采取“中心工厂+乡村扶贫车间”

的经营管理模式，用工辐射周边 5个

村，目前带动120人就业，其中贫困户

38人，有效解决了当地农户就地就近

就业，带动了脱贫。

除了庭院增收和就近就业，莎车

分指还积极规划发展观光农业、民宿

经济，带动农户经济增收。农户将家

里多余的房间改造为民宿，吸引城市

游客到农村采摘樱桃、西瓜、田间蔬

菜等，整洁、便捷的乡村民宿，让乡村

资源直接转化为消费商品。安居富

民房不仅是农户挡风避雨的家，也成

为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

安居富民工程建设推动了脱贫

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的实现，

浦东也正在助推莎车朝着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方向坚定前行。

浦东援建莎车着力解决农村人口安全住房问题

安居富民“齐步走”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 王延）11 月 13
日-20日，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推出进博会网红展品巡展，让市民

也能够近距离地感受进博会上的明

星展品。

进博会网红展品巡展里，吃的、

喝的、用的、戴的、敷在脸上的、拎在

手里的，这里统统都有。西班牙火

腿、日本休闲食品、巴拿马“金菠萝”、

意大利红酒、比利时冰淇淋、加拿大

保健品、德国电器、英国网红肥皂、法

国 Moulin Roty 玩具这些进博会的

“老朋友”在这个展馆里“一网打

尽”。

巡展中，还有各类珠宝首饰非常

惹眼，这些也都在进博会钻石与宝石

精品馆亮相过。用意大利那不勒斯

贝壳雕刻成的首饰，图案以当地的

花卉、人物为主，平时难得一见。用

琥珀设计制成的发财树，进博会上

已经卖出了一棵高 1.3 米的同款。

还有两届进博会都备受关注的奢侈

品牌纪梵娜，也已经布展完毕，市民

朋友们可以在这里亲眼目睹网红“水

晶鞋”了。

进博会期间在各个媒体渠道亮

相的 5 辆古董车也“驶入”了这里。

进博会上想要近距离观赏这几辆古

董车可是要排长队的，在虹桥进口商

品展示交易中心的观展体验将会舒

适得多。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古董车

所在的展厅昨日正在进行最后的展

厅布置，今天起将正式开放，对大众

的开放时间是 10：00-13：00 和 15：
00-17：00。

据悉，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主平台，

除了进博会网红展品巡展外，日常还

有通过进博会引进的健康食品、美妆

亲子、品质生活、名品闪购等门类的

产品可以“买买买”。从“四叶草”或

者地铁二号线、十号线虹桥 2号航站

楼到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还

有专线接驳车。

进博会网红展品开启巡展
让更多市民感受进博会的热度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临港新片

区又添一处家门口的天然氧吧。日

前，宜浩欧景集中公共绿地向公众开

放，为“临港绿”再添一抹亮色。

该绿地自2019年4月15日启动施

工，总用地面积约 6.6万平方米，共分

为A、B、C、D四个区，根据地块特性又

称为“畅、动、趣、感”，涵盖绿地景观区

域、健身活动区域、休息观景区域以及

休闲娱乐区域，本次优先开放的区域

为A、C、D（畅、趣、感）区。

A区场地中间设计了开放的阳光

大草坪，周围配备健身场地。C区借

用地形设置了全龄儿童活动场地，满

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游乐需求。D区

有临港大道与雪绒花路交汇的入口广

场，设置了卵石带，下沉小广场和阳光

草坪等景观，是休闲观景的好去处。

集中公共绿地B区计划将于明年

年底竣工，届时将布局更多功能设施。

临港新片区又添休闲好去处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现场推进会

推动区人大代表
联络站建设工作

古董车所在的展厅昨日正在进行最后布置。 □本报记者 王延 摄

宜浩欧景集中公共绿地近日开放。 □上海临港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供图

本报讯（记者 符佳）近日，

上海建桥学院与临港经济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临港集

团）签订校企合作战略框架协

议，双方将共建临港新片区产业

大学，构建产学融合发展高地，

共同做好“产教城融合”这篇大

文章。

临港集团是承担临港新片

区建设重要使命的“国字号”开发

企业，上海建桥学院是新片区内

以培养第一线应用型专门人才为

特色的最大民办大学，双方将充

分发挥和深入挖掘各自的优势和

资源，未来将开展深度合作，涉及

高技能人才联合培养、产学研合

作、就业促进等方面。

其中，在高技能人才联合培

养方面，双方通过共建临港新片

区产业大学、临港新兴职业培训

学校/培训中心等载体，与临港高

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密切对接，共

享学校与临港集团拥有的实训设

备与教学条件。建桥学院将采取

订单式培养，试点企业新型学徒

制，以工学交替等方式，满足临港

新片区在职人才、大学生职前培

训的需求，打造校企合作培养模

式。临港新片区产业大学采用虚

拟学校、独立运行的模式，结合新

片区重点产业与人才需求，打造

核心专业，建立涵盖青少年职业

体验、一线职工技能提升、工程师

职称培训，以及高端人才继续教

育的新职业培训体系，为新片区

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技能人才保

障。上海建桥学院校长朱瑞庭表

示，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成立后，学校就迅速作出

反应，倡议联合校企政资源，共同

打造“临港虚拟大学”。和临港集

团的合作签约，是朝着这个方向

迈出的重要一步。

此外，双方还将在产学研合

作、人才培养与就业促进以及社

会服务方面开展合作。上海建

桥学院董事长周星增表示，学校

将开放学校雷锋馆、图书馆、新

闻演播厅、会议中心、体育场等

校内资源，开展党建联建、公益

服务、志愿者服务等活动，支持

临港集团开展“青少年科普基

地”“未来工程师”等社会公益项

目，满足临港新片区企业对于人

文设施的需求。

建桥学院与临港集团合作

共建临港新片区
产业大学

本报讯（记者 张琪）昨天下午，浦东新区政协开展

2019年委员年末视察，委员们对浦东优质医疗资源建设工

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区政协副主席王正泉、徐红等参加

视察。

委员们首先视察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浦东院区，

该院实行预约制，目前病房已经住满了。该院的“配药机

器人”让人耳目一新。院方人员介绍，肿瘤治疗中有些药

物对人体有影响，使用机器人除了操作精准又可以保障安

全。

与肿瘤医院浦东院区“一墙之隔”的是上海市质子重

离子医院。该院不仅提升了我国肿瘤治疗水平，造福肿瘤

病人，也为我国站上肿瘤放疗领域世界“制高点”，并推进

这一高端放疗技术在国内推广运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质子重离子医院，委员们听取了新区卫生健康委

“浦东新区优质医疗资源建设”情况介绍。新区正把卫生

健康事业放在打响“上海服务”品牌行动、“建设亚洲医学

中心城市”以及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临港新片区建

设的大格局中，对标“亚洲医学中心城市”最高标准、最好

水平，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重

点，以医院等级评审为契机，积极打造区域医疗服务高地，

全力推动新区卫生健康事业更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新区优质医疗资源建设还有三大亮点：一是

积极争取3个国家级医学中心落地浦东。其中肿瘤医院东

院已投入试运行，支持其与质子重离子医院深度融合，打

造国家级肿瘤医学中心；引进九院，创建国家口腔医学中

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项目落地。二是积极支持龙华医院

东院、一妇婴二期、六院东院科教楼等项目建设。三是积

极推动浦东专科医学中心建设，支持胸科医院等优质专科

医院落户浦东建设新院。

委员们建议，加强医联体建设，将优质医疗资源的人

才优势发挥出来，助力青年医生成长，推动浦东医疗高地

建设；同时，加强商业、交通等配套建设，提高人民群众获

得感。委员们认为，浦东的优质医疗资源与企业资源如果

叠加，将会产生更大的效益。

徐红表示，医疗卫生工作关系民生福祉，是解决百姓

“急难愁盼”民生问题的重要抓手。希望委员持续关注这项

工作，在政协平台上，通过多种履职方式，助推这项工作。

新区政协委员开展年末视察

配置优质医疗资源
推动医疗高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