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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作为奉城镇联民村的
“结对亲戚”，市阳光公益基金给村
民们带来了“节日礼物”：邀请上海
华山和九院的心内科、老年科、中
医科、口腔科专家教授以及著名太
极拳非遗传承人张克强来到村里，
以义诊的形式，让村民不出家门就
能享受市优质医疗服务。

事实上，这份“礼物”，从去年
起，就成了村民们的期待。联民村
党支部书记叶伟告诉记者，联民村
医疗资源有限，“小病不治、大病致
贫”的现象很普遍。通过送医、送
药、送医疗知识上门，村民们的医
疗知识丰富了，学会了如何预防疾
病、大病，降低了村民家庭因病致
贫的可能，“因此，老百姓一开年就
等着这份‘礼物’了。”

听说有市区大医院的专家坐
诊看病，不仅有联民村的村民早早
等候，隔壁爱民村的村民也慕名前
来。尽管前来问诊的村民很多，但
几位专家教授仍然耐心地给每一
位村民看病，解答他们提出的问
题。“身体哪里有不舒服，想去上海
看病，但是太远；就近看病，也要排

队挂号大半天，总之就是看病难。”
联民村村民孙雪根说，“现在，看病
只要几分钟，不仅省了脚力，还不
花一分钱就能请大医院专家看病，
真得太好了。”不仅如此，非遗传承
人张克强还针对太极拳的传承、技
理技法以及养生功法，向村民讲
解，引导村民过健康的养生生活。

除了给村民带来福音外，这次
活动还吸引了奉城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医生们前来“学技”，通过
近距离临床带教的形式，增加社区
医生的临床经验，提升他们的医疗
水平，更好地服务当地村民。

与此同时，市阳光公益基金还
针对农村困难学生多的问题，在联
民村同步推出了人生导航志愿者
阳光行动，帮助学生在人生转折期
选择正确的方向。目前，已结对2名
困难学生，并承诺给予资金资助，
在未来工作选择上，也将给予实质
性帮助。

奉城镇联民村结对帮扶引来市阳光公益基金

优质医疗服务常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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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下午，南桥镇曙光村举办了一场以“传承农耕文化，助力乡村振
兴”为主题的农耕趣味运动会，吸引了40余名村民前来参加。比赛现场，村
民们的加油、喝彩、欢笑声此起彼伏，战况紧张激烈却又妙趣横生。村民们
各个兴致高昂，轮番挑战了高难度的矿泉水瓶插秧、捆稻草挑扁担、搓草绳、
剥玉米等比赛项目。 （记者 吴口天 通讯员 杨 虹）

本报讯 （记者 张莉莉 实习
生 刘润豪） 走访庄行镇吕桥村垃
圾回收站，探讨垃圾分类好方法；参
观亭林五色菜花节，分享农业旅游
建设；参观庄行镇暴动纪念碑，交流
党建经验......这几天，庄行镇与亭
林镇、叶榭镇相互“串门”，展现各自
资源优势，好不热闹。

这是源于三镇共同发起的“浦
南地区毗邻党建”项目，3月27日，
奉贤区庄行镇、金山区亭林镇、松江
区叶榭镇一起全面启动该项目，携
手打造三地一体化发展的“试验
田”，同时发布了 2019 年合作项目
清单和资源清单。

在项目清单中，三镇明确了深
化“班长工程”、工会技能竞赛、乡村

“家”年华、活力团青、文化交流、美
丽乡村建设、平安网格联动、垃圾分
类进社区等8个合作项目。

在资源清单中，三镇计划围绕

党建共建、发展共促、文旅共享、平
安共创、人才共育等五个方面进行
资源共享，探索跨界治理、协同发
展。三镇各自明确相关资源、责任
单位和负责人，如在平安共创方面，
庄行镇社稳办提供社会面管控工
作、联动联勤等资源；亭林镇提供技
防设施、综治业务培训等资源；叶榭
镇提供法律咨询、“雪亮工程”职能
安防资源，让三镇能够无缝对接。

一个月来，各种活动相继开
展。“垃圾工作站工作职能与外来垃
圾回收人员有冲突，应尝试用更好
的方式融合。”“乡村居民对垃圾分
类的意识普遍不强，应从‘我’做起，
以小见大。”……4 月 12 日，统战人
士相聚庄行，就如何发挥统战人士
力量共同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献计献
策。菜花节期间，三镇相聚潘垫村，
召开党建共建交流座谈会，三村班
子成员共同交流文化旅游工作经

验，探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4 月
23 日，三镇在亭林集结，就各自农
业项目、河道治理方面的良好经验
进行交流，计划就相近的产业结构，
进行优势互补，共建美丽乡村。

“以前，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三
镇交界地存在跨区治理难，需携手
共治乡村治理难题。”庄行镇党建服
务中心主任王丹红介绍，我们希望
运用党建联姻，调动三方的积极性，
共同解决一些扯皮推诿的事情，比
如垃圾处置、安全防控等，为社会治
理和乡村振兴锦上添花。

此外，三镇还进行地域毗邻联
姻，公布相邻两村的书记、联络员和
联系电话，方便开展结对共建活动，
加强各方交流合作。

本报讯 （记者 傅潇瑶） 近
日，南桥镇城管中队、房管中心等
部门不断收到市民信访投诉。

原来，在奉贤区百联商圈的绿
天商场，由于物业公司更替，出现
了短暂的物业管理空窗期，该处物
业管理范围内的公共收费停车场
处于无人管理阶段。周边商户为
了保证自家商店员工以及顾客有
停车位可用，纷纷安装地锁占用公
共停车场停车位，使得原本不足的
停车位资源更趋紧张。

针对市民的投诉反映，南桥镇
城管中队摒弃推诿扯皮，跨前一步
主动承担该问题的处置。执法队
员王超告诉记者，“我们通过调查
了解到，该处物业更替已进入法院
民事诉讼阶段暂未判决，前后物业
公司无法正常交接，停车场无法正
常开展收费业务，物业管理也暂时
无法跟上。”

依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

定》，针对现物业公司对业主、使用
人的违法行为未予以劝阻、制止或
则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告有关行政
管理部门的行为，南桥镇城管中队
开具相关法律文书，要求现物业公
司在未收费前也必须行使物业管
理义务。

对设置地锁的商户，南桥镇城
管中队分别上门宣传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商户们对擅自占用公共部
位的行为进行限期自行整改。“不
予整改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对自行整改确有难度的，由商
户提出后，中队予以代为拆除。”

一套服务和管理的组合拳下，
困扰百联商圈绿天商场的停车位
地锁问题得以顺利解决，物业公司
后续管理跟进。

本报讯（记者 潘丹云）“通过
特种设备网上报检平台，公司在奉
贤的所有设备信息一目了然，快到
期的设备也有提前预警，检验后直
接打印电子版检验报告，可以和‘常
跑’说再见了！”5月伊始，奉贤不少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感受到了新变化。

某公司负责报检的小陈介绍，
过去到奉贤区特检所报检设备，来
回路上要花费两三个小时，再加上

排队办理，起码需要半天的时间。
如今，“足不出户，轻松报检”让企
业负责人一致表示：“方便省时。”

据介绍，奉贤区特种设备网上
报检平台开通运行当天，就有20多
家公司试用该系统。目前，全区锅
炉、电梯、场内车辆等在用特种设备
数量超过3万5千台（套），年检验量
约2万5千台（套）。随着网上报检
平台开通，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可

随时随地进行设备报检、设备管理、
网上缴费、报告打印等，全部流程规
范化、电子化，所有节点有据可查。

此外，该系统将于 6 月更新网
络缴费方式，开放微信、支付宝、银
联等多种支付方式，届时将不再需
要上传缴费凭据。

“如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切实
为企业提供满意的服务，是我们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区市场监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从全市率先开通特
种设备业务网上办理绿色通道，到
实现特种设备业务全过程“不见面
办理”，该部门真正将有求必应的

“店小二”精神落到实处，让更多企
业在奉贤安心入驻。

本报讯 （记者 邵毓琪） 近
日，家住南桥的小张遇到了一件
糟心事，在停车场遇到一名醉汉
的纠缠，不仅挨了打，车也被砸
了，而且这名醉汉还在她面前

“裸奔”。
据张小姐回忆，当天晚上，她

与闺蜜一起回到了自己车子所在
的停车场，准备开车回家。快走
到车子不远的地方时，听到一连
串“砰—砰—”的声音。绕过一个
拐角，小张看到靠近自己车子的
位置，有一陌生男子正不停地在
砸一辆黑色宝马车，一边砸还发
出一些怪异的叫声，看样子好像
喝醉了酒。

见不是自己的车，小张她们
上车，准备离去。哪知车子发动
刚驶出停车位，砸车男子一下子
就冲到车前，直接趴在车子引擎

盖上不停地拍打车子。见对方似
乎喝醉了酒，只想尽快息事宁人
开车离开的小张熄火下车劝阻对
方，哪知该男子不但不听劝，还
继续敲打车子，嘴里不停地骂骂
咧咧。

见自己的爱车被砸，小张急
了，上去拉该醉酒男子，小张的闺
蜜见了也下车跟对方理论，结果
被推搡了几下。谁想，该男子接
着又打碎了车窗，一时间现场一
片混乱，引起多人围观。被吵闹
声吸引过来的停车场保安过来想
拦住该男子。哪知该醉酒男子见
有人拦阻更带劲了，还用拳头将
小张推开，并用脚把小张踢倒在
地。之后该男子继续发酒疯，当
着现场所有人的面脱起了衣服，
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后，往小张
车子上一躺开始耍无赖，直到接

到110报警的警察过来把那男子
带走。

经警方调查，该男子姓陈，案
发当晚与朋友喝醉酒后在附近停
车场内滋事，对被害人轿车进行
打砸，在被害人劝阻时还实施殴
打，致使被害人左膝挫伤构成轻
微伤，车辆物损达人民币4500余
元。在拦阻被害人车辆前，被陈
某打砸的另一辆黑色宝马轿车也
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犯罪嫌疑人陈某其行为已经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涉嫌寻衅滋事罪，区检察院已依
法对其批准逮捕。

庄行镇携手金山亭林、松江叶榭联动共建

“左邻右里”共解乡村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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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滋事发酒疯 砸车打人还“裸奔”

无人管理的停车场，谁来保证市民权益？
南桥镇城管中队跨前一步化解矛盾

足不出户 轻松报检
特种设备网上报检平台开通

农耕趣味运动会农味足欢乐多农耕趣味运动会农味足欢乐多

生态环境
综合治理 在行动

近日，南桥镇开
展“感恩母亲，放声
说爱”系列慰问活
动，倡议社区居民、
村民，从我做起，从
点滴做起，给母亲一
个拥抱，为母亲洗一
次脚，把美好的祝福
和关爱献给母亲，弘
扬母爱。图为沈陆
村志愿者为顾引诛
老人送去母亲节祝
福。
（王菊萍/摄影报道） 感恩母亲感恩母亲 放声说爱放声说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