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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莉 迎龙村为老人提供公益服务岗位
小邵 2019东方美谷国际化妆品大会新闻发布会 顾区长（上期拿

下）
金晓雯 奉贤区举行深化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推进大会
小邵 国庆旅游景点热 待稿 有图
王菊萍老师 国庆面 有图

□记者 张莉莉

对于50岁至70岁赋闲在家的
农民来说，土地流转出去之后，只能
赋闲在家。而在柘林镇迎龙村，这
些村民却能在家门口实现“再就
业”，雇佣他们的是迎龙村公益服务
社，一家村委会指导下的农村社会
组织。迎龙村在全市率先探索的服
务社模式，有效利用农村富余劳动
力，实现了村民、村委和社会组织的
三方共赢。

小桥流水中，乌篷船在微风下
缓缓摇荡，在迎龙村夏家浜，一副江
南水乡意境迎面而来。67 岁的李
国林是一名撑船手，也是迎龙村公

益服务社的工作人员之一。最近，
他正在为建设生态观光点而熟练

“业务”，到时候既能帮大家撑船又
能有一笔收入，老李开心不已。和
李国林一样，自去年初迎龙村公益
服务社“开张”以来，已经吸引村内
374名老人参与。

“去年以来我们发动了 300 多
人，6000 多人次参与创建，对他们
能够增收，也让他们能够参与到我
们村庄建设和乡村振兴中去。”迎龙
村党支部书记李天舒介绍。

对于迎龙村来说，成立公益服
务社，初衷是调动村民积极参与美
丽乡村建设。去年初，村书记李天
舒与刚从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岗位上
退下来的尹秀锦商量，建立这个平
台，向25个村民小组进行“招标”发
动村民报名。没想到，在村民踊跃
参与下，村里花了40天就完成了19

个村民小组的和美宅基验收。之
后，公益服务社形成长效机制，给老
人创造各式各样的公益岗位，如物
业服务、村容整洁、绿化养护、河道
保洁、篱笆制扎、农村睦邻点志愿服
务等项目。

“我们选择就业者的标准：身体
健康，自己愿意，家属要支持。需要
做什么活，我们去聘用他们，通过电
话或者上门询问的方式。”公益服务
社负责人尹秀锦介绍，公益岗位所
有的工作按天计酬，去年一年，迎龙
村拨出八、九十万元村集体资产用
于本村环境的日常维护。这八、九
十万元，同时也是374个参与劳动者
的工资收入，一人干一天大约 120
元，每一户一年都能增收1000多元。

这对村民来说，不仅能获得一
笔额外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自身
价值的体现。“去年做了 60 多趟 ，

我从厂里退休了，没事干，”村民戴
云官说，“村里也需要我这样的人，
会打篱笆的，问我愿意不愿意，我说
肯定愿意的，蛮开心的。”

公益服务社帮助村民提高了收
入，也为村里节约了成本。李天舒
算了这样一笔账，按常规做法请第
三方机构提供服务的话，村里支出
的费用里，不仅包含了人工成本，还
隐含了第三方的管理费用和盈利。
现在作为一家非营利机构，我们直
接面向村民招募劳动者，唯一的成
本就是人工，干一单活，可以节约
60%以上的支出。

最近，李天舒打算为上海市民
打造一条家门口的乡村稻田游船路
线，吸引游客体验水乡河道泛舟、农
家土灶、皮划艇、垂钓小龙虾等项
目，闲不住的老人们早早报名加入
服务社，争取届时一展自己好身手。

本报讯 （记
者 邵毓琪） 9 月
29 日，记者从奉贤
区举行的专场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第
二届东方美谷国际
化妆品大会将于
11月2-4日在上海
开幕。将有国际国
内知名化妆品企业
代表、行业协会代
表、专家等近 500
人参加。

大 会 除 开 幕
式、圆桌论坛以外，
还有行业监管政策
解读，政企对话，学
术研讨、技术交流、
国际交流等活动。
现场将发布《东方
美谷 2019 国际化
妆品蓝皮书》，并启动“国际化妆品
东方美谷指数”。副区长顾佾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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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龙村乡村振兴建设让老人体现人生价值

300“再就业”岗位实现老有所乐

本报讯 （记者 金霄雯） 日
前，奉贤区举行深化创业型城区创
建工作推进大会暨2019年“贤城众
创·畅想未来”创新创业大赛成果展。
会议总结奉贤区上一轮创业型城区
创建工作开展情况，部署本轮深化创
业型城区创建重点工作，表彰一批本
次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项目，还为

“奉贤区创客服务中心”揭牌。

本次大会通过视频和现场展
示的方式，展现了大赛精彩场景和
近三年实际落地的优秀项目。参赛
项目涵盖了生物医药、互联网、新
材料、文化创意、先进制造、公共服
务等众多领域，创新性强、科技含
量高，颇具市场潜力。

据了解，近年来，奉贤区全力打
造“贤城众创”公共创业服务品牌，以

创业型城区、创业型社区创建为抓
手，积极引导、支持和培养创新创业
型人才，助推了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
力区、先进制造业重要承载区和南上
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

据悉，奉贤区各相关单位着力
优化创业政策、拓宽融资渠道、扩
大创业税收优惠，为创业者提供了
系统的指导服务和政策支持。

本报讯（记者 邵毓琪） 国庆
长假期间，海湾森林公园、上海之鱼
泡泡公园（如上图）、渔人码头等奉贤
几大旅游景点都迎来了客流高峰。不
少市民选择走出家门，感受大自然魅
力，放松身心，享受假日悠闲时光。

10 月 3 日上午 9 点，在位于海
湾旅游区的渔人码头已聚集了不
少游客。来自市区的马小姐一家已
在沙滩区域支起了小帐篷，与同行
伙伴一起玩沙建城堡的同时，共同
倡导环保生活，其乐融融。“我们一
大早就带着小朋友，特地从市区过

来玩沙。”市民马小姐说
而在滩涂区域，则更是热闹

了。此刻，潮水刚刚退去，年轻的宝
爸们选择开着沙滩车，带着孩子体
验一把速度与激情；而妈妈们则大
多会选择赤脚踏浪，带着孩子与海
水来一次亲密接触。看着孩子们从
小心翼翼下海试水，到为了抓螃蟹
玩得一身泥泞，大多家长们觉得不
虚此行。

据统计，国庆期间奉贤各景区
（点）共接待游客16.199万人次，门
票收入67.223万元。

奉贤推进创业型城区创建国庆各景点迎来16万客流

蒋海英蒋海英//摄摄 10月7日，
青村镇吴房村
举行“庆国庆·
迎重阳·回家”
为主题的以组
以户为单位的
集体拍摄活动

（见图）。在历
经一年多的创
建后，村民们亲
眼见证亲身感
受家乡在乡村
振兴战略带动
下巨大变化。

（吴 叶/摄
吴丹红/文）

奉贤：“文化过节”渐成时尚
（上接1版）在自然与艺术交融

中享受了一次的亲子狂欢聚会。
10月5日中午11时，前来体验

斑马营的市民们陆续走进九棵树
（上海）未来艺术中心参与体验。斑
马营的现场活动通过四大营地划
分，将音乐舞台、森林露营、互动游
戏、才艺表演、育儿讲座、创意工坊
等二十余项亲子活动串连在一起。
记者在现场看到，家长和小朋友朋
友们有的在室内体验手工DIY、参
与互动游戏、观看儿童剧；有的在户
外观看舞台表演、森林露营等。11
点半，小斑马舞台有一场由上海木
偶剧团带来的木偶戏，演出人员将
简单的布料协作操纵，变成了一个

个妙趣横生的场景，蝴蝶飞舞、小鸡
抢食等等，为亲子聚会增添了不少
本地文化特色，台下小朋友们兴致
满满，目不转睛。

据悉，此次斑马营亲子森林嘉
年华 3 天累计接待近万名观众，近
3000个家庭，接下来这里还将持续
承载丰富多彩的亲子活动，为亲子
聚会搭建平台。除了会有《纸先生
萨帝》儿童剧表演，后续还会有
hello kitty互动亲子音乐会，希望能
通过斑马营嘉年华活动，吸引更多
的家长小朋友熟悉九棵树、走进九
棵树。

国际文化艺术交流
这个假期，在奉贤博物馆举办

的 2019“纸尚视界”上海国际纸艺

术双年展，同样也吸引不少市民前
去观展。

10 月 5 日，当天举办的韩纸文
化节系列主题活动，让游客们仿佛
进入了韩剧生活场景，亲身体验了
一回原味韩潮的纸艺文化活动。现
场活动气氛非常火热，不少市民在
匠人的示范下，亲自参观体验了一
把韩国传统的单脚捞纸技术。

市民在男女性韩服中任选一
种，制作穿着韩国传统服饰，还有制
作彩色针线盒、韩纸灯、芍药花花纹
韩纸项链等，得以深入了解韩国民
俗婚俗。此外，来自世界各国的参
与者在韩纸上写下和平寄语，共同
设置完成“和平之树”项目，祈愿世
界和平。

勇做新时代奔跑者追梦人
（上接1版）坚持“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始终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
不断奋斗拼搏，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梦，开拓进取、负重前进，重整行
装再出发。

庄木弟强调，奉贤要撸起袖子
加油干，贯彻好总书记交办给上海
的三大任务，落实好总书记在上海
视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总书
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筑梦
新时代，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为实现“奉贤美、奉贤强”的新高
峰、新传奇作出应有的贡献和努力。

郭芳指出，观看中央庆祝大会
与阅兵式之后，让人内心充满自豪
和信心，70 年的成果来之不易，是
用先烈的鲜血和前辈的奋斗换来
的，新时代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加坚定

理想信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而不懈奋斗。

会上，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
卫，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包蓓英进
行交流发言。区委常委韦明、连正
华、顾耀明、孙嘉丰，区人大常委会、
区政府、区政协负责同志，区法院、
区检察院负责同志等参加。

当天上午，奉贤区社会各界人
士纷纷通过电视、电脑、手机等方式
观看了阅兵直播，不禁为祖国感到
自豪和骄傲，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国
的强大。当天上午，解放路小学的
大礼堂内座无虚席，师生和家长们
早已齐聚一堂，群情激昂之际，大
家高歌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在
奉贤消防救援支队金汇中队，消防
官兵们也集中收看了阅兵式直播。
阅兵仪式中展示的新武器、新装
备、新方队以恢宏、磅礴之势，一
次次震撼着官兵们的心灵。与往年
国庆节一样，奉贤中学也组织在校
的8个内高班学生，集体观看了国
庆阅兵仪式电视直播。306名来自
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 11
个不同民族的学生相聚一堂，共贺
国庆。

“东方美谷”惊艳国庆阅兵
“国庆口红”扮靓飒爽女兵

（上接 1 版）此外，为了能够减
少外出补妆次数，还专门用上了独
家研发的锁色技术。

就在阅兵式的前几天，彩妆师
为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和
武警在内的500名女兵上的美妆课
上，也使用了这些国货产品，并传授

了许多实用的化妆技巧。
作为东方美谷产业促进中心理

事长单位，伽蓝集团一直引领民族
品牌的创新，近年来，产品连续入选
上海特色伴手礼名单，自然堂也是
首批认证的上海品牌，不仅为奉贤
代言，更成为了一张“上海名片”。

据统计，上海全市 253 家化妆
品企业中有 65 家在奉贤。奉贤地

区的化妆品销售额超过 200 亿元，
占全市 40%。在奉贤东方美谷，化
妆品品牌更是达到3000多个，除了
此次为阅兵式添砖加瓦的伽蓝外，
还包括玛丽黛佳、百雀羚、自然美、
等国货品牌。随着奉贤的化妆品产
业链逐步完善，这些国货品牌也尤
其重视研发环节，推出了许多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