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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潇瑶

1月9日，奉贤区“生态村组·和
美宅基”创建评审工作小组联合第
三方机构对已创建达标的285个村
组开启集中“回头看”检查行动。此
次行动主要针对于核实老问题整
改、检查新问题产生，旨在巩固和美
宅基创建成果，切实推进长效管理
落实。

“比起第一次验收这次回头看
明显有了很大变化。”检查人员告诉
记者，大多数问题都解决得“漂亮”，
很多村组整改幅度很大，让人眼前一
亮，各个村书记也不厌其烦地再次配
合工作，“虽然天气很冷，但是看到他
们听了我们各组的指导整改得这么
好，我们也感觉的的确确为老百姓做
了件好事，心里暖洋洋的。”

“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创建工
作自去年已告一段落，虽然取得较

好成果，但再干净整洁的屋子也要
勤打扫常维护，才能保持清爽，创建
成果退化的情况在情，却不在理。
原本承诺改好的老问题仍然没有彻
底整改；原本做得好的有些也有了
新问题。有的村在河道边坡和道路
两侧绿化带里新种上了蔬菜，有的
村又出现了规模化养殖鸡鸭，河道
和道路两侧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重新被堆成小山。庭院外墙和翻新
小屋开始“长高长胖”，庭院里也开
始建起室外楼梯，集体资产违法居
住、违建出租经营现象死灰复燃。

据了解，本次检查的第三方采
用了信息化新手段，一旦发现问题，
可以立即通过“联动贤城”微信公众
号上报形成网格化案件。普通市民
发现问题也可以点击“我要参与”

“我要上报”上传图片和事发地址，
用文字或录音说明情况，同样将问
题纳入网格化案件流程，帮助处置

单位有效发现问题和定位事发地，
及时整改解决。同时，工作小组还
将以不定期、随机抽查的方式持续
开展“回头看”检查，对标“一票否
决”新规则，对存在违法建筑出租
的；田间窝棚、看护棚住人的（备注：
因季节性原因看护棚要住人的除
外，但不可通水通电）；农机设施房
或其他村集体资产出租用作违法居
住、违法经营的；宅基房内违法经营
的；有旱厕、小粪坑的，垃圾成堆的；
村组内有废水、废气直排，或无任何
环保防护措施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企
业等情况实行一票否决，保持创建
成果常态长效。目前，部分村组通
过平台实现即知即改，有的案件已
结案。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文并摄）连日来，公安奉贤分
局持续加大烟花爆竹管控宣
传力度，重点针对农村偏僻杂
货店、小超市以及农贸批发市
场等一些往年存在非法售卖
烟花爆竹现象的场所进行集
中检查，消除管理盲区、死角，
形成全方位、全覆盖的管控声
势。截至目前，已查获非法存
储烟花爆竹案件4起，非法燃
放烟花爆竹2起，查获非法烟

花爆竹104箱。
不仅如此，公安奉贤分局

还在全区 68 条公交运营线
路、652辆公交车、732辆出租
车的导乘屏滚动播放烟花爆
竹宣传视频。在车站站厅、站
台客流密集点，张贴1.5万份
烟花爆竹宣传海报，发放2万
余份宣传资料，悬挂 2000 余
条宣传横幅。组织 1 万余名
平安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守
护、宣传。

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日
前，“中国十万人基因组计划”正式
启动，位于生物科技园区的云健康
基因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作为5家
单位之一，参与承担这一国家项目
的基因组测序、分析和大数据建
设。这是我国在人类基因组研究
领域实施的首个重大国家计划，也
是目前世界最大规模的人类基因
组计划。

据了解，基因是 DNA 上有遗
传效应的片断，而基因组和基因是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人类基因约有
2.5万个，基因组研究的目的就是要
把人体内这2.5万个基因的密码解
开，从而破译人类的遗传信息。此
次基因组计划，就是要绘制民族的
基因图谱。

按照计划，整个项目将在 4 年
内完成全部的测序与分析任务。
此次项目覆盖我国主要地区，涉及
人群除汉族外，还将选择人口数量
在500万以上的壮族、回族等9个少
数民族。

本报讯（记者 张莉莉）近日，
奉贤区产业发展扶持政策申报服务
子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具有政
策发布、项目公示、项目申报、企业
管理、资金审核、项目跟踪等功能。
帮助实现全区各项产业扶持资金合
理配置，更好地促进产业特别是实
体经济发展。

登录“奉贤区企业服务信息互
动平台”网站，点击“产业扶持”，即
进入服务平台页面。产业政策库内

涵盖 9 大扶持项目政策，包括创业
引导、研发转化政策、企业创新、先
进制造业发展等，涉及发改委、经
委、科委等7个部门。

进入平台首页，企业可以方便
地筛选查找，快速定位符合申报条
件的产业政策，进行项目申报，解决
了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信息不
对称、沟通渠道不通畅等问题，实现
全区各项产业扶持资金合理配置。

本报讯 （记者 崔一民） 近
日，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区图书
馆对 2017 年度阅读服务进行大数
据挖掘，从文献外借、读者群体、
阅读喜好及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
动等维度，分析贤城读者阅读状
况。据分析，截至 2017 年底，奉
贤形成覆盖全区的阅读网络体系，
有效一卡通读者证持证人数逐年上
升，达8万人。图书馆借还书量稳
步逐年上涨，达到了197万余册。

截至2017年底，奉贤区内有区
级图书馆1家，街镇、社区图书馆10
家，农家书屋146家，城市阅读联盟
点位 200 多个，共同形成了覆盖全
区的阅读网络体系。

在持一卡通读者证的读者人群
中，30-49岁的青壮年读者是主力，
占到了42.4%。14岁以下的少儿读
者，持证量占到了30.0%，少儿读者
中又以小学生居多，占到了53.2%。

不同年龄段男女读者各分伯
仲，14岁以下读者的男女比例大致
相同；在14-40岁主力读者群年龄
段，女性读者数量领先，占58%；在
40岁以上年龄段，男性读者数量领
先，占到59%。

读者需求量最大的是文学类（I
大类）图书，借还量达55万余册，占
到了总借还量的46.5%。全区各分
支点借还阅情况良好，借还量比较
平均，且逐年上升。

在电子资源方面，奉贤区图书
馆采购了中国知网、万方期刊全
文、超星电子书、维普期刊、维普
考试系统、龙源期刊、慧科新闻、
智读天下正、pabi电子书、贝贝国
学、乐儿读秀中文、易趣动画等电
子资源，供读者借阅。2017 年，
区图书馆电子资源整体访问量达到
了20余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崔一民） 1 月
10 日，区委统战部召开2017区民主
党派工作会议，通报2017年党派工作
总结及2018年工作思路，各民主党派
就工作展开汇报及交流。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包蓓英出席并讲话。

包蓓英表示，2017年各党派在
区级班子的带领下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找准问题，补齐短板，精准发
力，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务实有效、
成果丰硕。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更加

牢固，政党协商成为制度安排，参政
议政优势继续保持，水环境治理民
主监督取得阶段性成果，社会服务
形式更加丰富。

包蓓英要求，2018 年，各民主
党派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聚
焦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
好履行参政党职能。按照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加强
自身建设。

本报讯（记者 蔡倩雯） 电动
车充电、烟花爆竹燃放、危化品安
置……1月10日，奉贤区举行第132
次“区长网上办公”活动，副区长唐
丽娜与市民热议进一步强化消防
安全管理保障。

“请问奉贤还有烟花爆竹购买
的点么？我自行购买烟花开车运
回家，有什么相关要求？”年关将
至，不少市民对今年如何购买及
燃放烟花爆竹提出困惑，对此，
唐丽娜表示，奉贤设置1个烟花爆
竹销售点，待正式确定后将向社
会公布。烟花爆竹个人不能私自

装载运输，如果居民非法购买或
运输烟花爆竹，将视情节轻重，
根据相关法律给予行政处罚或者
刑事追责。

“电动自行车基本充电和停放
都在居民楼楼道内，一旦发生火
灾就等于堵住逃生通道。电动自
行车又是居民出行交通工具，如
何疏导我区可有针对性的措施？”
对于市民的提问，唐丽娜回应，
针对居民电动自行车充电需求及
安全隐患之间存在的矛盾，现在
有条件的小区先行统一建设了多
组集中充电装置，适时将予以推

广；对暂时没有集中充电装置的
小区，区政府将另行研究解决方
案。期间，房管、公安消防部门
及属地政府将结合居民小区综合
治理、“和美楼组”创建活动等工
作，加大集中整治和宣传力度，
严防居民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
充电引发的火灾。

“西渡街道西闸公路扶兰路路
口处密集存放液化气钢瓶，能否尽
快关闭与搬迁？”“西闸路上的夜排
挡能否关停？”城市危化品安置及
食品安全牵动着西渡街道百姓的
心。唐丽娜表示，西渡液化汽站动
迁工作正由相关责任单位进行
中。其西侧的夜排档系临时安置
的夜排档疏导点，将结合地块开发
适时关闭该疏导点。当前，在疏导
点经营过程中，将进一步加强安全
管理。

寒假临近，奉贤区公安交警对全区中小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以
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确保假期安全。

图为公安交警正在对西渡学校的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王菊萍/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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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我 社 工 作 疏 忽 ， 导 致
2018 年 1 月 9 日在本报刊发的

《对标先进 实现奉贤新飞跃》

一文中，不慎将“珠海所产生
的 GDP”表述为“是广东省的
十分之一”，现更正为“是深圳
的十分之一”。特此更正。

奉贤报社

贤城刮起“阅读风”
全年借阅197万余册

更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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