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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满足美好生活向往”专题协商会在川

沙新镇连民村家门口服务中心举行。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虞丽娟，浦东新区政协主席姬兆亮，副区长吕雪城，区政协副主

席王小君参与协商。

政协委员川沙新镇协商活动站围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满足美好生活向往”开展基层协商活动，邀请政协委员、相关部

门、街镇和村民代表共同参与，共同为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实现共同富裕建诤言、献良策。

委员们进入连民村乡村振兴示范核心区，沿途察看玫瑰园，实

地调研宿於民宿，以及闽龙实业扶贫项目——玫瑰工坊并听取相

关情况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农委汇报了浦东新区乡

村振兴工作推进情况。村民代表介绍，连民村有良好的生态资源，

一直以来在思考如何通过市场化经营开发，有效解决农民增收。

围绕乡村振兴，全国、市、区三级政协委员建言献策。有委

员建议建设群众直连互动平台，让数据产生效益，做好数字乡

村治理建设，并做好数据安全“防火墙”；有委员建议做标杆、做

亮点、做特色，打造现代农业科技展厅；有委员提出，乡村振兴

的本质就是农民增收，上海农业应该大力发展科技创新；还有

委员提出要注意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区政府作了回应性发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浦东区

委区政府的重点工作，浦东将不遗余力地抓好乡村振兴工作，

重点围绕示范带建设、示范村打造等“八个一”做好工作推进。

姬兆亮说，三级政协委员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协

商，就是一次落实“两级政协、三级委员”协商机制的生动实

践。区政协将发挥好三级委员作用，协商成果将形成建议清单

和转化清单，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推动基

层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记者 李继成

5月份以来，新区不少市民明显

感觉到家门口的多条道路无论是外

在美观度还是行车舒适度都有非常

大的提升，尤其是以东方路（栖霞

路-商城路）、明月路（金桥路-云山

路）、芳甸路（花木路-梅花路）、张衡

路（金科路-申江路）等为代表的 18
条路段，路容路貌让人眼前一亮，而

这背后则是得益于城市道路管养

“常养常新”2.0版的支撑。

记者昨日从浦东新区城市道

路管理事务中心获悉，首届浦东新

区城市道路设施“常养常新”擂台

赛取得良好效果后，今年 4月开始，

新区城道中心继续开展第二届新

区城市道路“常养常新”擂台赛。

15 家 养 护 公 司 在 18 条 路 段 的

14.266 公里、247726.4 平方米的城

市道路上，拿出看家本领，各显神

通，从道路平整度整治、道路病害

修复、文明作业施工、“四新”技术

运用、工程实际成效等方面开展比

拼，持续推动道路设施养护精细化

新举措向纵深开展。

据悉，在竞赛过程中，各公司拿

出看家本领，积极采用各类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提升施工

水平，解决常见短板。

为有效解决道路井盖框差、窨

井下沉及周边路面开裂等常见道路

病害，城建实业公司使用“Smoother
井盖平”、采用柔性地毯井盖贴矫正

路面平整度，快速有效地修复井盖

高差和桥接坡跳车等病害；天佑市

政公司将雨污水井盖更换为防沉降

井盖，提高路面平整度，减少相应的

道路病害。

路面修复工程中，多家公司采

用热沥再生技术和含砂雾封层施工

的方式开展道路预养护工程，天佑

市政公司和东宝市政公司采用半柔

性沥青路面材料，有效解决普通沥

青路面在长期使用后会产生严重车

辙的病害问题，延长沥青路面使用

寿命，城建养护公司使用降噪透水

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工艺，雨天路

面排水迅速、无水膜，提高路面标志

可见度和路面抗滑性能，提升行车

安全性。

各公司都制定了严格的施工流

程，优化施工方案，协调交警部门，

提前告知施工路段、时间，设置施工

告示、警示标牌和交通指示牌，做好

施工区域的围封，安排专人疏导交

通；施工时间尽量安排在节假日或

夜间，避开交通高峰时间，减少施工

对交通的影响。同时，确保文明施

工落到实处，科学安排施工时间，一

般两天时间就能完成全部工程量，

最大程度地减少道路施工对市民出

行的的负面影响。

据了解，本次“常养常新”擂台赛

较之首届，参赛范围更大、涉及道路

更多，新区 15家城市道路养护企业

全部参加，道路涉及全区范围。

浦东新区城市道路管理事务中

心表示，各类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和新设备的使用为新区城市道路

通行品质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解决了线裂、网裂、龟裂、拥包、

车辙、沉陷、翻浆、剥落、坑槽、啃边

等道路常见病害，延长了城市道路

的使用年限，实现了“老路焕新颜”，

在积累丰富道路养护经验的同时，

促进了新区城市城市道路管养质量

提档升级，为确保新区城市道路管

养水平在全市的领跑地位打下坚实

的基础。

本报讯 （记者 陈烁 通讯员

严宸）近日，随着小区无卫生设施改

造项目的完成，家住书院镇东场居

委东场一村的42户居民终于告别了

40多年的“拎马桶”的生活，拥有了

自家的独立卫生间，生活品质迎来

质的飞跃。

东场一村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

期，位于两港大道和三三公路交界

处。作为东海农场地区也是书院地

区的第一个居民区，在当时是很多

人都向往的所在。

然而，40多年过去了，住在里面

的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居民区的

环境却没有多大的改变。很多在当

时看来较为正常的事情到了当下就

显得尤为特殊，其中最突出的问题

就是“拎马桶”——因为缺少独立的

卫生设施，很多住户不得不每天前

往居民区北侧的旱厕倒马桶。

居民对于卫生间改造的意愿十

分强烈，却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独

自完成。单靠居委会的力量，也难

以完成42户人家的改造。

为此，东场居委积极向上级部

门反映。接到反映后，书院镇政府

高度重视这一情况，又积极向区里

争取支持。最终，东场一村的卫生

间改造被纳入浦东新区老旧住房卫

生设施改造项目。

随后，书院镇规建办、房办等相

关部门与东场居委一起召开了专题

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实施

方案。由于东场一村设施老旧，开

展项目改造面临管道更新、管道铺

设等困难，多部门经过多次上门查

看、研究讨论后，最终决定将管道一

同纳入解决方案。

为了征求居民的意见，东场居

委和物业根据方案，就“是否同意加

装卫生间”和“卫生间改造样式”分

别开展了两次居民征询意见收集工

作。在全部居民均同意的情况下，

东场一村的无卫生设施改造项目正

式启动。

因为每户人家的居住面积都只

有二三十平方米，为了尽量不影响

原有的功能，改造时只能在一平方

米左右的空间内做文章。在这小小

的空间内，安装了洗脸盆、抽水马桶

等设施，满足了居民的基本需求，而

位于卫生间上部的排气孔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保证它的干燥整洁。

值得一提的是，在卫生间的问

题解决之外，东场一村的电动车充

电设施加装及楼道灯、路灯、晾衣

绳、机动车停车位等的改造也已悉

数完成，小区居民的生活品质有了

很大提升。

因为居住面积相对狭小，东场

一村居民们的电动车既上不了楼也

进不了门，飞线充电成了居民们的

普遍选择。这样做不仅有较大的安

全隐患，也违反了今年5月1日起开

始实施的《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

理条例》。

为此，东场居委将小区东侧的

一块区域改造成非机动车停车棚，

并装上了充电桩，让小区内的电动

车都能规范停放、规范充电。

据了解，东场一村的外墙整修、

粉刷等改造也将于明年正式启动。

届时，小区面貌又将迎来崭新的变

化，给小区居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本报讯 （记者 符佳）风雨

中，鼓点越来越紧，呐喊声此起

彼伏，选手们奋力划桨、披波斩

浪……昨日下午，2021 年上海

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系列活

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龙

舟）友谊赛在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举行，16 支来自上海各高校

的龙舟队雨中竞技。

划龙舟，已成为上海高校大

学生非常喜爱的一项运动，很多

高校里都有龙舟社团，参与者少

的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其中不乏

各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上海中医

药大学龙舟队队长泽娜甫古丽，

就是维吾尔族女生，她告诉记者，

此次来参赛的十多名男女队员，

就包括了布依族、哈萨克族、瑶

族、傣族、白族等六七个少数民

族。“我们都喜欢这项运动，几乎

每天都聚在一起训练，虽然辛苦，

却很开心。”泽娜甫古丽说，加入

龙舟社团后彼此就成为相亲相爱

的一家人，也了解了很多以前不

知道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

无独有偶，最终拿下此次友

谊赛第一名的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龙舟队，也有土家族等少数民

族队员。“我们的校队在 2006年

就成立了，龙舟运动已经成为校

园里的一道风景线。”二工大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校 2006年开始

成为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赛艇

与龙舟分会副主席单位，学校

“龙舟文化建设”曾被评为上海

教育系统“校园文化建设优秀项

目”。这些年来，二工大面向全

体学生开设龙舟专项体育课，每

年有 800 余名学生参加课程学

习，培养了一大批龙舟运动骨

干，学校还连续举办各种龙舟赛

事。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日下午，浦东新区召开全区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第二次警示教育大会，持续深化警示教育，推动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向纵深开展。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区教育

整顿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泽龙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第六指导

组副组长奚雪峰出席会议。

会上，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包蕾通报了全区政法系

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及查处情况，重申《上海市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期间“自查从宽、被查从严”指导意见》规定的可以适用“自

查从宽”的四种情形和“被查从严”的六种情形。

会议指出，政法各单位要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始终，让政法干警充分认识和理解政策制定初衷，充分认识到主

动查与被动查的根本区别，坚决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认识，

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守住底线、筑牢防线、远离红线，做

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面对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时代使命，会议还强调，要把

教育整顿同激发政法队伍干事创业、履职担当结合起来，深化

“浦东政法为民先锋行动”和“浦东政法建功引领区实践行动”，

以政法工作的最佳状态、政法队伍的全新面貌服务保障引领区

建设。

浦东召开全区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第二次警示教育大会

本报讯 （记者 曹 之 光）近日，

2021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合唱大赛

“百强”名单正式出炉。其中，浦东的

浦东新区教师合唱团、上海市实验东

校家长合唱团获评最高的“五星团队”

称号。

在决赛中，每支队伍均须演唱两首

曲目。5月 21日晚的成人组比赛中，率

先登场的上海市实验东校家长合唱团用

浑厚饱满的嗓音，演唱了《牧歌》与《大江

东去》。

上海市实验东校家长合唱团成立于

2012年，是沪上第一支家长合唱团，为

了贯彻家校合作的理念，家委会把热爱

音乐、热爱唱歌的家长聚集在一起。家

长合唱团指挥隋广林介绍，9年过去了，

有些团员的孩子已从小学升至高中，但

依然坚持在团内排练、演出，合唱团也保

留了他们的“团籍”。

浦东新区教师合唱团，团员都是浦

东的中小幼音乐教师或教研员。合唱

团带来的规定曲目《追寻》，运用的是美

声唱法，而自选曲目《拔根芦柴花》，运

用的则是民族唱法，显得风格多元。在

日常的教学与排练外，团员们还常常下

街道与社区，对浦东的社区群文团队做

音乐指导，用专业技能帮助提升浦东群

文水平。

浦东除了这两支“五星团队”外，老

年组的惠南镇靖海之声合唱团、金海乐

悦女子合唱团、周家渡街道合唱团获评

“四星团队”，塘桥畅想合唱团、洋泾社

区阳光合唱团、南风合唱团获评“三星

团队”。

18条路段焕然一新 新区城市道路管养质量提档升级

浦东城市道路“常养常新”升级2.0版

东场一村居民告别“拎马桶”生活
老旧小区卫生设施改造带来独立卫生间

上海市民合唱大赛“百强”揭晓

浦东两支合唱团
获评“五星级”

少数民族大学生“同舟共济”
上海高校龙舟友谊赛二工大夺魁

区政协召开
乡村振兴专题协商会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日，由上海银行携手上海交响

乐团带来的“共享”音乐党课，以“永远跟党走”为主题，演绎了

《红梅赞》《走进新时代》《我和我的祖国》等耳熟能详的乐曲，

吸引了周边白领、市民等 400多人一同聆听音乐，重温党史，涤

荡初心。

上海银行将音乐党课搬到了总行大楼，打破以往企业内部

学习的模式，面向公众开放，让陆家嘴白领、周边居民等都能在

休憩之余感受红色音乐的魅力。“浦东是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而陆家嘴是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核心区。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

在浦东陆家嘴搭建共享、开放的党史教育平台，希望以创新党

课的形式，重温百年历史，让更多人聆听奋进力量。”上海银行

党委书记、董事长金煜说。

白领孟小姐是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的员工，也是一名党员，

她说：“相比听专家讲课或参观博览会的形式，音乐更能打动

人，感到很有意义。”

据悉，为庆祝建党百年，上海银行日前已开展了包括党史

知识竞赛、红色阅读、主题征文、青年大学习等多种形式的学习

活动，党委中心组还以专家宣讲、集中研讨形式开展了集中辅

导。在强化党史学习的同时，上海银行更注重学以致用，持续

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和服务社

会民生的各项举措。

红色旋律“声”入陆家嘴

“老路焕新颜”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龙舟队获得此次友谊赛第一名。 □二工大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