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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口天）8月1
日-7日是第28个世界母乳喂养周,
今年的主题是：“助力父母，成功
母乳喂养”，强调以母亲和婴儿为
核心，遵循生命最初 1000 天的时
间轴。记者从区妇幼所了解到，所
有支持母乳喂养的医务人员及社会
各界，应为母婴家庭传递一致信息
并提供支持措施，帮助父母实现成
功母乳喂养的愿望。8 月 6 日下
午，区妇幼所联合区中心医院、奉
城医院在区中心医院产科门诊大
厅，产科病房及孕妇学校共同举办

“助力父母，成功母乳喂养”主题
宣传活动。

现场邀请了多位妇产科专家为

准妈妈们提供母乳喂养专家咨询，
还有通过上课形式的孕妇课堂，向
各位准妈妈、准爸爸们讲解母乳喂
养的好处、不同的喂养姿势、准爸
爸怎样参与、如何判断宝宝吃饱
等。准妈妈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对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有更直观和
深刻的理解,树立了成功母乳喂养
信心。

此次活动是奉贤区 2019 年世
界母乳喂养周活动之一。母乳喂养
周期间，区妇幼所将通过各种形式
如专家咨询、微信推送相关知识、爱
婴医院孕妇学校宣传、选送母乳喂
养主题故事视频、发动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广泛开展宣传。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通讯
员 杨 虹 周驿昀） 7 月 28 日，南
桥镇曙光村举行以“退役不褪色，
一颗红心走到底”为主题的纪念建
军九十二周年活动，并在活动中为
退役军人服务站揭牌。活动现场温

馨又美好，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在看完张富清同志先
进事迹后，退役军人们纷纷表示：

“无论在何处，自己都是军人，要
继续发扬军人的优秀品质。”

活动中，曙光村退役军人服务

管理站正式揭牌成立，这也是奉贤
区首个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成立
后使曙光村 102 位退役军人有了

“家”，曙光村将通过党性教育、职业
培训、公益服务等方式，不断增强退
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

据了解，曙光村后续将完善军
人优抚各项制度，在再就业、子女教
育等方面给予优先优惠，为特殊困
难的退役军人提供多渠道多层次帮
扶援助。做好退役军人服务和管理
工作，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孙 燕 实习生
龚 怡）乡村要振兴，既需要专业人
才，更需要精准资源。日前，奉贤区
乡村治理研究会举行首期乡村人居
规划和特色农业发展供需资源对接
会，一边，将区农业技术中心、奉贤
设计院、阳兮文化传媒、絮扬设计公
司、碧桂园集团等请到田间地头，

“自荐”各自优势；另一边，让8个乡
村负责人与其面对面，按村需求“下
单”，以此回应乡村普遍提出的“想
干事、干不成事”的困惑。

据了解，首批到会的乡村分别
是：南桥镇沈陆村、奉城镇护民村、
奉城镇冯家村、奉城镇久茂村、柘林
镇迎龙村、庄行镇东风村、青村镇钱
忠村、西渡街道灯塔村、海湾旅游区
新港村。在现场，每个村都开门见
山，说出了村情、村困、村盼。护民
村的村干部坦言，村内现有龙虾垂
钓基地、琉璃艺术馆等资源优势，但

是缺少对这些资源开发整合的专业
规划和设计；灯塔村的村干部设想，
利用靠近闵浦二桥和5号线地铁站
的地理优势，打造商用配套设施，建
设以水稻主题的休闲旅游点，“但就
是缺少设计团队和投资方 ”；而新
港村的村干部想结合一些在村里发
生的历史事件，编撰一系列村史村
志，“也是苦于找不到人来干”。4
个村的期盼和困难，立即得到了区
农业技术中心、碧桂园集团、奉贤设
计院、阳兮文化传媒这 4 家单位的
支持，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将与有
意向合作的村进行了初步沟通对
接。

未来，奉贤区乡村治理研究会
还将搭建更多平台，切实加强乡村
治理研究会各会员之间的供需资源
对接，促进供需双方合作共赢，共同
为奉贤的“和美”乡村建设和振兴绘
制美好蓝图。

奉贤富力万达广
场，位于东方美谷大
道与沪杭公路交叉口
西 北 侧 。 项 目 于
2018 年 12 月全面开
工，目前施工进展为：
2-5号楼商业主体结
构封顶，6-8 号楼商
业街、10 号楼公交枢
纽区域土方开挖，1
号楼大商业办公区域
桩基、围护工程施工
中。预计2021年6月
项目整体竣工，2021
年8月开业。
（王菊萍/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傅潇瑶）“在海
湾旅游区这个小地方，垃圾不分类
也要罚啊？”近日，奉贤海湾旅游区
一居民因将湿垃圾与干垃圾混合投
放且拒不改正，由奉贤城管海湾旅
游区中队作出罚款 50 元的当场处
罚决定。

“生活垃圾分类是全城动员‘作
战’，无论偏郊还是中心城区，执法
检查力度都一样硬。”当日一早，城
管队员在巡查时发现奉炮公路232
弄口堆放了一大摊生活垃圾。奉贤
源海劳务公司负责人表示，该处原
先设置了分类垃圾桶，为响应生活
垃圾集中分类投放与定时定点投放
要求，于近日撤桶并点。但少数居
民仍在此投放垃圾，没有了分类垃
圾桶，“一包扔”现象愈发严重。在
混合垃圾散发的腐臭味中，城管队
员翻找出了数个快递包装袋、包装
盒，经查看分析，至少有5家住户在
此投放了垃圾。追溯快递盒上显示
的信息，城管队员一一上门调查，并

对 1 名垃圾投放当事人进行了行政
处罚。对于其他不在家中尚未明确
的投放人，将通过电话联系、再次入
户走访等方式作进一步的执法调查。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施
行以来，城管执法各中队齐出动，检
查企业、公共场所、沿街商户、住宅
小区等地垃圾分类情况。“从检查结
果来看，各商家企业生活垃圾分类
意识基本形成，大部分居民对生活
垃圾分类的认识度与接受度较高，
这也为今后生活垃圾分类走向日
常、走向精细管理奠定了良好基
础。”城管海湾旅游区中队执法队员
表示，“我们中队将打好“生活垃圾
分类”攻坚战与持久战，有力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宣传、执法、监管工作，
共建良好生态环境。”

□记者 蔡倩雯 实习生 王淑敏

噪音污染、粉尘飞扬、道路破坏
……这些困扰着西渡居民生活中的
问题，近日，终于得到了解决。原紧
邻西渡鸿宝一居小区的5家水泥搅
拌站关停事项已进入尾声。

在黄浦江南岸，共有5家水泥搅
拌厂，他们分布在黄浦江沿岸，而离
江岸工厂不到100米就是西渡鸿宝一
居小区。记者在现场看到，周边的几
家建材企业已经人去楼空，在上海勤
辉混凝土有限公司原本堆放黄沙水
泥的地方，现已清空，拆卸下来的设
备零件整齐地放置在场地一角。而上
海练定混凝土制作有限公司则因为
提供区内相关工程的配件，因此有不
少成品摆放在场地上，据相关负责人
介绍，现该公司已全面停产，作业人
员宿舍也关闭，所有成品将搬运至其
他地方安置。在实地走访过程中，虽
仍有不少船只在岸边停靠，但都是为
了将现有的黄沙库存清运。“接下来
将由专业人员评估后，逐一对几台大
型吊机进行拆除。”西渡街道环保安
全监察大队长王二保介绍。

事实上，5 家搅拌站的问题由
来已久，但因为历史问题一直没有

得到妥善解决，粉尘、噪音问题一直
以来都是西渡百姓最为关心，反映
最强烈的环境问题。“一到大风天，
窗都不敢开。开窗的话，沙都刮到屋
里。”家住鸿宝一居的卫振国老人就
深受其害，他告诉记者，以前每天运
送材料的重型车经常把路面压坏，往
往修好没多久，又坏了。由于路面坑
洼，导致车上的沙石散落一地，不仅
破坏了道路的整洁美观，飞扬的粉尘
更是让居民们苦不堪言。除了尘沙污
染严重外，每晚机械、运输车辆产生
的噪音也让附近的居民辗转难眠。
在刘宝起阿姨的阳台上就能看到工
厂运送码头，谈到噪音，她连连摇头
说道，“关上窗还能听到声音。”

由于地理位置紧邻黄浦江，装卸
货物十分便利，这里曾经聚集了多家
建材企业，主要从事混凝土搅拌和生
产业务，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
量粉尘和噪音给附近居民的生活带
来严重影响。中央环保督察组在2016
年对这些企业明确提出停产搬迁的
整改要求，之后虽该区域内的5家建
材企业全面停产，但又利用原有的黄
浦江岸线码头，开展砂石、水泥等建
筑材料转运业务，同样对居民生活产
生了困扰。因此，从今年5月起，西渡

街道联合相关部门打出组合拳，加快
推进停产工作。目前相关企业已经全
面停产停业，库存原料在加快清理
中，码头作业人员已经分流。

在几家水泥搅拌厂沿路上，两边
挂了不少“停产为民”的宣传横幅，据
了解，自今年以来，西渡街道积极与
企业法人反复约谈，督促关停和搬迁
工作，多次召集相关单位沟通交流，
对码头后续工作进一步深化落实。

站在原先因堆满黄沙而看不到
江面的工厂仓库旁，看着如今黄浦
江江面微风波澜，卫振国老人由衷
地笑了：“对我们来说真的是解放
了，噪音没有了，环境也好了。”截至
发稿前，5 家水泥搅拌厂均已清运
完毕，并全部正式停产停业。“总体
来说，还是按计划如期推进。”西渡
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吴强介
绍，下一步将会按照“两断三清”的
整治标准，重点推进设备的拆卸和
搬离，以及产品的快速清运。同时，
街道将联合相关部门对黄浦江沿线
（西渡段）进行生态修复。

两断三清严整治

绿色西渡未来可期

□记者 潘丹云

在柘林镇食品安全管理队伍
中，有这样一群人，五年来坚持发挥

“啄木鸟”作用，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他们就是“奉贤区食品安全志
愿者柘林分队”。

上半年，临海村志愿者根据一
辆可疑面包车上的纯净水水桶线
索，发现疑似无证加工纯水的“地下
加工窝点”。柘林镇食药安办在接
到信息后，第一时间组织市场监管
所、公安等部门赶到加工现场，查见
大量已灌装好的纯水。目前，此案

已经立案，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介绍，该分队成立于 2014

年，由 24 名退休干部、群众热心人
士组成。在镇食药安办的组织下，
坚持每月不少于一次巡查，深入超
市等，查看是否存在“过期食品、三
无食品”等安全隐患食品，督促商家
执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保持环境
整洁，分类分架存放食品等要求，落
实索证索票、消毒等工作。

建队之初，每次检查均能发现
10 多件过期食品，经过几年巡查、
督促，商家的主体意识不断加强，过
期食品的现象已大幅下降。今年以

来，共巡查21次，检查各类商户81
家次，均未发现过期食品。此外，这
支队伍还协助所在村、居委食品安
全信息员，做好区域内食品安全巡
查工作，并与信息员一起到餐饮店、
睦邻助餐点等巡访，排摸无证食品
加工窝点。至今，镇食药安办查实
并取缔食品加工窝点20余家。

“凝聚各方力量、群防群治的
管理格局，将推动食品安全保障水
平提升，让市民吃的安全、吃的放
心。”该队伍负责人表示，五年如
一日的坚持、付出，体现了市民群
众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热情。

柘林镇食品安全志愿者走街串巷

争当“啄木鸟”守护市民安全

推进生活垃圾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进行时分类进行时

母乳喂养，爸爸不是“局外人”
区妇幼所开展母乳喂养周宣教活动

奉贤区乡村治理研究会搭建平台

优质资源送下乡 为乡村发展增速

海湾一居民垃圾混投不改正被罚

区内首个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成立

温暖直抵退役军人心坎

走基层走基层
记者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