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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奉贤区残
联举办“‘职’为有
你，助力起航”残疾
青年职业见习签约
活动。活动上，就业
服务专家为残疾青
年做了就业指导讲
座，来自各镇、街
道的35周岁以下的
残疾青年们与 8 个
企业见习基地面对
面交流，在新春来
临之际寻找职业新
机遇。

“不把残疾当作
缺陷，只当作一个特
点，”区残联一面开
设就业讲座鼓励残
疾青年积极就业，帮
助就业困难残疾青
年提高参加见习的
主动性，一面架起残
疾青年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与企
业主动沟通，调动见习基地为残疾
青年开发岗位的积极性。现场，见
习基地代表表示愿意提供更多的就
业机会，让残障朋友们更好地接触
社会、接纳自己。

为帮助残疾青年找到工作、融
入社会，不少企业见习基地为残疾
青年针对性地开设工作岗位。前来
招聘的上海自强广播电视设备有限
公司，作为一家福利企业，企业内的
职工多为残疾人群。企业负责人冯
孟春表示，他同样有着残疾经历，更
能体会残疾群体在社会中寻找工作
的不易与艰辛，“有些残疾青年能力
并不差，他们需要更多的在心理上
进行引导与帮助。”

记者现场了解到，此次职业见
习签约活动，达成部分签约意向，为
残疾青年们寻找到就业方向。

本报讯（记者 崔一民）春节
期间，街头高高挂起红灯笼，家家
户户门前贴着新对联，大街小巷处
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百姓的购物
意愿强劲。据区经委对奉贤五大
商业业态20家重点商业企业抽样
数据显示，猪年春节节前一周及节
中七天共实现销售2.9亿元，同比
增长35.78%，节日效应明显。

据了解，春节期间，奉贤购物
中心百货类同比上涨37.46%。奉
贤的各大百货商场为消费者们准
备了精彩纷呈的表演和丰富多样
的活动，吸引了大批客流，增强了
节日的市场氛围。

百联南桥购物中心作为区内
的老牌百货中心，春节期间带来了
以“金猪祈福贺新岁”“百联开年有

好礼”“金猪祈福送情人”“2019欢
乐新春市集”等精彩活动。年初一
在东方商厦正门举行的舞狮表演
既增加了年味，又吸引了顾客。春
节期间，百联南桥共实现销售 1.4
亿元，同比增长 42.24%。宝龙城
市广场作为奉贤较为年轻化的商
业体，推出了“年味十足游园会”

“‘ZHU’你新春快乐”等主题活
动，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春节
期间，商场共实现销售2037万元，
同比增长22.85%。

春节期间的卖场超市类实现
销售 7057.2 万元。各大超市可谓
年味十足，除传统的满额换购和
满额送券外，更有不少新春活
动，既刺激消费，又拉动销售。
加上春节期间，电商行业的递送

服务暂停发货，使得很多本来选
择在网上置办年货的家庭也纷纷
走出家门，驱车前往卖场采购。
几大超市中，大润发超市销售额
最高，春节七天加节前一周共完
成营业收入5169万元，日均销售
额达 220 万元。农工商超市增长
幅度最大，达到62%。

春节期间，家电行业表现稳
定。家用电器专卖店的营销活动
颇为丰富，苏宁电器爆款尖货限量
抢，幸运大奖免费抽，可谓噱头十
足，吸引了大批消费者，春节七天
加节前一周苏宁易购共实现销售
613.5万元，同比增长25%。

节前一周加春节七天，医药市
场稳步增长。人和堂药店共销售
250 万元，同比增长 0.4%，主要是

参茸类、保健品类销量提升。
每年春节，年夜饭是团聚的代

名词，与家人、亲朋好友总要吃上
几顿热热闹闹的年夜饭。今年奉
贤年夜饭消费营业额同比增长
2%，桌数同比有所增加。几大星
级酒店依旧是除夕年夜饭市场的
主力军：悦华、圣淘沙、大船和古华
山庄除夕年夜饭平均每桌消费
4200元，同比增长1.73%。中端餐
饮如宏达山庄、丰收日、悠仙云锦
的除夕年夜饭平均每桌消费3513
元，同比增长6%。

由于过年购买力的提升，肉
类价格有所上涨，水产海鲜类节
前价格略上升，备货充足，整个
春节奉贤农副产品供应正常，价
格总体平稳。

本报讯（记者 周 婧） 春节
假期进入尾声，据奉贤旅游部门
统计，春节小长假市民外出，中短
线自驾游成为主力军。受雨水和
冷空气影响，各景区（景点）共接
待国内外游客 7.63 万人次，较去
年同期下降4.2%。

尽管天公不作美，上海奉贤
海湾国家森林公园“东方美谷—

上海第六届梅花节”仍然如期在
大年初一面向市民开放。在 3000
亩梅园4.2万株梅花的基础上，布
设室内、室外展区 2 万平方米，奉
贤传统滚灯、民乐齐奏、舞蹈、亲
子风筝赛等丰富多元的活动贯穿
整个春节，吸引市民前来品玩。

传统酒店与民宿的人气则各
有千秋。区内三星以上旅游饭店，

挑起了假日期间家庭聚会的“年
夜饭”大梁，但客房平均出租率却
只有30%。而正式挂牌营业的民宿
则人气兴旺，四团农展村的民宿

“东篱竹隐”负责人介绍，过年期
间民宿早早预定一空，“都是满房
呢！还有两个是老客户，一起过年
很开心”。

记者向旅行社了解到，今年

市民自驾前往南京、苏州等苏浙
成为中短线热门地区，杭州“烧香
游”同样人气不减。随着市民理性
出游意识增强，往年春节期间的
人气出游地区海南却在今年遇
冷，但是，有不少退休老人家庭，
已经早早在海南过上了候鸟生
活。负责人表示奉贤的旅游业态
也正在悄然改变，避高峰、不扎推
成为年轻市民的旅游选择，民宿
游正成为奉贤旅游的“潜力股”。

“奉贤人生活水平提高”看春节消费
春节期间全区实现销售2.9亿元，同比增长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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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春节春节

春节旅游不再老一套
自驾游成为主力军，民宿成“潜力股”

吴房村作为上海市首批九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正迎来一场华丽的蜕变。迄今，一期项目已经初
见雏形，将打造成为一个集创意、文化、旅游、休闲、生活为一体的多功能复合区域。 （王菊萍/摄影报道）

不负春光抓开局 真抓实干起好步
（上接1版）

走基层、访民生
以问题为导向开启新年工作
发现问题，就是找准发力点的

突破口。
奉城镇党委书记蒋德川以走

访调研开局，重在用好该镇在社会
治理创新方面取得的先进经验和
做法，聚焦“五违四必”，着力啃下
园区违章和洪庙地区农民集资房

“加层房”的拆违“硬骨头”。金海社
区党工委书记项华在听取基层意
见和建议中明确表示，将在城市精
细化管理、城市文明程度提升、养
老配套服务建设、商户自治等方面
百舸争先，打造共创、共建、共享、
共融的南上海高品质社区。

找到问题，关键还要见招拆
招。庄行镇党委书记盛梅娟围绕乡
村振兴项目开展调研，全力推进乡
村振兴在庄行开花结果。区发改委
党组书记、主任谭士军，第一时间
召集分管负责同志及相关科室人
员研究探讨本区宅基地改革的深
化路径，激发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
力，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增加农
民收入，争取通过加大宅基地改革
力度，推动本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再上新台阶。金汇镇党委书记王建
东赶往新强村，听取乡村振兴推进
过程中的问题、困难和疑惑，挂出
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四团镇
党委书记卫连清着重了解各村
（居）“两个和美”创建工作方面的
情况，并表示既要抓紧“两个和美”
创建奖励金的发放，各村（居）又要
积极探索并建立起长效机制。区农
委党委书记、主任，区委农办主任
陈建平召集人员研究 2019 年度奉
贤乡村振兴工作要点和目标管理
绩效考核工作实施细则，明确了十
大工作任务，为新一年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开好局。

抓眼前、看长远
对照目标要求真抓实干

既要抓住眼前，又要面向长
远，这是奉贤发展的主线。

区人社局党委书记、局长吴雅
奎认为，开春第一件事，就是要做
好就业保障等工作。该局将大力促
进就业创业，稳住就业“方向盘”，
坚持把就业放在首位，实现更高质
量和更充分的就业。区交通委副主
任袁文杰来到奉贤巴士公司，听取
春运返程第一天有关情况，要求奉
贤巴士公司及时调派线路运能，合
理安排作业班次，重点加强虹桥枢
纽 5 路的运营管理，全力做好返奉
乘客的春运运输工作。区卫计委主
任余仲威等领导班子一行逐一走
访机关各科室，并就如何更好地开
展健康促进行动、提升医疗质量和
服务水平、深化党风政风行风建设
等进行会议研究。

奉浦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处主任彭军实地查看轻轨沿线市
容市貌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对标
最高最好，努力推进“精美奉浦·贤
韵社区”建设。海湾旅游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李秋弟则来到世
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施工场地，给
赛事承办方、碧海金沙公司、环卫
和绿化等部门明任务、压担子、提
精神，确保 4 月底举行的国际赛事
能顺利开赛。区绿化市容局党委书
记、局长周华围绕让奉贤“绿起来、
亮起来、酷起来”三大目标，将加快
推进绿色生态空间建设。区房管局
党委书记、局长郑毅召开局党政班
子会议，推进老旧小区修缮、雨污
混接改造、老旧住房加装电梯试点
等工作，让奉贤涌现出越来越多的

“美丽家园”。东方美谷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朱德才召开了新春第一
次工作例会，要求集团全体员工进
一步以全局的眼光看待区域发展，
做好东方美谷园中园的建设。

既算“经济账”更算“幸福账”
（上接1版）

让老百姓新一年日子红红火火
两天走访调研中，庄木弟还走

进庄行镇吕桥村 72 岁村民张国文
的家中，向他一家送去了新春祝福
和“福”字，让全家人高兴又激动。
庄木弟告诉张国文说：“区委、区政
府正在探索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
你们新的一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随后，庄木弟又走进宅基睦邻
“四堂间”，向 10 多位老年人拜年，
并关心他们吃的、住的好不好，对生
产生活还有啥要求。在听到老人们
说“农村老人多，老房子多”时，庄木
弟回应：“我们想在全区统筹规划建
设若干个农村养老社区，本区户籍

的老人可以优惠入住，既解决房子
老的问题，也解决养老的问题。”

在青村镇吴房村，与81岁村民
费金明交谈中，庄木弟得知，部分农
村村民依然“买不起商品房”，因此
村民不敢将老宅流转进市场。庄木
弟叮嘱基层干部，“农村的情况千差
万别，每个个体、每个群体都不一
样。我们要在农民自愿前提下，遵
循‘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原则，建设
好、完善好政策超市、三个平台，真
正做到老百姓有什么需要，我们就
提供什么政策或服务。”

赋予城乡空间新特色新个性
在庄木弟看来，让城市拥有一

样的品质、不一样的感觉，就要在差
别化上下功夫，做好城乡空间塑造

这篇文章。
在庄行老街，庄木弟强调，各地

区要充分挖掘自各的文化基因，结
合城镇建设、老城有机更新，切实把
文化传承作为重要内容，以传统与
现代对话、时尚与古朴握手、技术与
艺术融合的方式，既留住古宅、老
街、古树、古桥等文化之魂，更要在
挖掘文化中培育和创造出符合当下
城市生活的新空间、新业态、新的生
活方式，让文化真正成为奉贤南上
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一张名
片。

在柘林镇南胜村，庄木弟指出，
要复制推广生活驿站这一模式，让
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站
式服务。

家门口的春节也精彩
（上接1版）
“在我心里，家门口的古华公

园就是一个亲子教育基地，每周去
一次也不腻。”

而在海湾森林公园，4 万株梅
花正在相继开放。大年初三，“80
后”张青怡就带着父辈、祖辈来到这
里，领略美景。她说，“今年，我想带
着家人，来看看森林公园，我的爷爷

奶奶都是第一次过来，他们都很惊
讶，奉贤竟然还有这样的好地方。”
一位退休教师告诉记者，在园内，他
还遇到不少知音，“大家以梅为题，
诵读、作诗，玩得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