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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自筹“绿色基金”为社区添绿

“三星车险”资助残疾人项目
支持残疾人学习草编竹刻，实现就业创业

警方破获百余起偷盗电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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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注意造型啊，右上角的

枝叶再修剪一下……”前不久，江桥镇

江安社区 3 号门门前，一个新建的花

坛亮相，几位居民正在修剪花坛里的

花草树木。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些热心居民都是社区“环保护绿队”

里的骨干成员，他们利用闲暇时间，通

过种植和守护花草树木，改善小区居

住环境，实现还绿于广大居民。

江安社区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来沪人员不断导入，私家车呈爆

发式增加，小区绿化、环境受到严重损

坏，由于汽车占用，小区内黄土裸露的

地方较多，居民休闲娱乐的空间也遭

到了侵占。“以前选择住在这里，就是

看中小区环境好，后来不少绿化被破

坏了，大家有不少怨言。”居民季莎莎

说。但要进行种绿补绿，苗木费、人工

费等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2014年10月，一群喜爱绿化种植

和有绿化养护知识的居民、社区干部、

业委会成员，成立了“环保护绿队”，开

始了居民自主“护绿”的有益尝试。社

区工作人员介绍，2016年初开始，“环

保护绿队”每年开展两次“绿色基金”

公开募集活动。从捐款记录本上可以

看到，最少的数额有二三十块，其中有

位居住在小区的物业公司老板捐了

1000 元。截至目前，“绿色基金”已募

集到4万多元。“大家都希望尽自己的

一份力，通过‘基金’，为小区环境持续

改善提供支持。”社区党总支书记汤莉

华说。

“绿色基金”的有效利用，最先从

丰江路128弄小区开始。此前，该小区

由于停车位紧张，不少车辆直接停放

在绿化带上，造成小区绿化不同程度

的破坏。于是，“环保护绿队”对小区绿

化进行了重点改造。4月12日，记者在

小区看到，小区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主

干道两侧的草坪里种的月季花、茶花，

正在微风中摇曳，一些拐角处也能看

出刚刚补种过的痕迹。“草坪修复后，

‘环保护绿队’的志愿者还在一边竖起

了‘温馨提示’，提醒居民爱护绿化，这

样一来大家也都不好意思再破坏。”季

莎莎说。目前整个社区已补种、移栽花

卉数目数量超过1000棵（株）。

除了对地面花草树木下功夫，地

面以上的墙体也“绿意浓浓”。去年，社

区将小区的外墙粉刷一新，社区书画

社在丰江路沿线打造了“我们的绿色

家园”涂鸦墙。原本灰蒙蒙、脏兮兮的

墙面换上了新装，14 幅宣传共建“绿

色家园”的墙绘作品成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值得一提的是，社区居民林丽

清、张德生还为“绿色基金”创作了小

品《楼道里的绿色故事》、快板说唱《绿

色江安在招手》，通过文艺创作展现居

民积极参与绿色家园建设的动人事

迹，呼吁大家齐动手护绿、爱绿。

参与“绿色基金”募捐的居民也得

到爱的反馈。社区绿化达人、手工艺达

人将亲手制作的微型盆栽和串珠工艺

品赠送给社区里参与募集的热心居

民。“通过这种爱心回馈的方式，不仅

可以带动更多居民参与‘绿色基金’，

还能增进居民之间的感情和社区凝聚

力。”汤莉华说。下阶段，社区将成立多

肉、微盆景 DIY 制作手工坊等团队，

为“绿色基金”储备更多的爱心小礼

品，回馈给社区居民。

记者 冉涛

本报讯 近日，嘉定法院在探索

家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借鉴其

他法院先行先试的经验，发出了首份

《离婚证明书》。

离婚也需要证明书？一本离婚证

不就解决了吗？其实不然，在我国，离

婚有协议离婚和诉讼离婚两种方式。

比起双方到民政部门登记领取离婚证

（即协议离婚），诉讼离婚能够更为有

效地争取权益、解决纠纷。但是在通过

诉讼追求当事人权益最大化的同时，

诉讼离婚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问题

——隐私曝光。

与民政部门颁发的离婚证上只写

双方“自愿离婚，准予登记”不同，法院

民事判决书或民事调解书上，记载了

当事人的家庭住址、解除婚姻关系事

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多方面的隐

私内容。当人们需要买房、再婚、贷款、

出国的时候，不得不出示这样一份记

录详尽的婚姻状况证明，这时，往往就

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如何才能避免此类尴尬？为更好

地保护离婚案件当事人的隐私，维护

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嘉定法院在探索

家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过程中，发出了

首份《离婚证明书》。这份《离婚证明

书》仅载明当事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文书案号、生效时间等必要事项，隐去

了诉讼过程中涉及个人隐私的其他内

容并加盖法院公章，其功能与民政部

门出具的《离婚证》相当，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记者 唐敏

嘉定发首份《离婚证明书》
内容不再涉及当事人隐私

本报讯 4 月 12 日，三星车险集

善之家上海项目揭牌仪式在嘉定区阳

光工坊举行。

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吉永燮表示，企业将全

额资助 2018 年上海手工艺者集善之

家项目，以此回馈社会。该慈善项目将

帮助10位有意学习竹刻、草编的持证

嘉定残疾人士，进行为期一年的系统

化全日制培训，进而掌握黄草编织、嘉

定竹刻技能，传承传统工艺。

“阳光工坊”是嘉定区残联在

2011年推出的助残公益服务项目，该

项目以社会化运作的模式，由嘉定区

徐行镇残疾人服务社承接，旨在通过

利用嘉定传统特色黄草编织、嘉定竹

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鼓励、支持残疾

人参与文化遗产的学习和传承，帮助

他们掌握技能，实现就业并扶持创业。

记者 顾娴慧

宜居家园共创

每年4月的第二个周六是全国爱鼻日。4月13日，安亭医院开展义诊活动，来自上海同济医院、区中医医院、南翔医院

的耳鼻喉科专家现场坐诊，为市民提供检查和咨询服务。 记者 王安琪/摄

本报讯 盗窃电动自行车电瓶，

案值虽不大，但让老百姓深恶痛绝。近

日，公安嘉定分局针对此类案件发案

特点，通过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项行动，

抓获此类违法犯罪团伙 5 个，破案百

余起。

今年 3 月，安亭地区陆续发生居

民小区、工业园区、轨交站点等地电动

自行车停放区域的电瓶被盗案件。3

月 11 日，园国路、园福路等地一共被

盗20多个电动自行车电瓶。民警接到

市民报警后，经过缜密侦查，发现一辆

贴着假牌照的斯柯达车有重大作案嫌

疑。通过一路追踪，一举将一个五人犯

罪团伙一网打尽。经调查，该团伙自今

年 1 月起，疯狂流窜作案，非法获利

1.5万元。

4 月 11 日，嘉定警方通过前期侦

查，在闵行区纪王地区抓获一名专门

驾驶摩托车盗窃电动自行车电瓶的嫌

疑人，破获了叶城地区的 8 起电瓶偷

盗案件。一个多月以来，警方结合此类

案发特点，通过加强视频巡查和伏击

守候力度，先后陆续查获多起类似街

面盗窃案件。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自行车

停放，应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且

电动自行车电瓶最好使用锁链或铁片

进行加固，以防被盗。此外，市民一旦

发现可疑人员，可拨打 110 向警方报

警。

通讯员 徐波

简讯

华师双语举办
校园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4 月 15 日，华东师范大

学附属双语学校举办校园开放日活

动，吸引了千余名家长和孩子参加。此

次开放日活动，主要针对幼儿园升小

学、小学升初中的学生家庭，展示了

“华师双语”学校时尚秀学生作品以及

学校的教学、管理、师资、教育资源等

内容。 记者 李华成

（上接第1版）

随着嘉定工业区1号线、2号线、

徐行线、汽车城 5 号线四条新能源电

动大巴共享专线的陆续开通，上海应

物所、上海光机所神光产业园、上海技

物所嘉定园区、工研院8寸线、中电科

32所、核八所、声学所东海站、上大科

技园、天华学院、科嘉人才苑、嘉定西、

嘉定北等多个站点串联贯通了起来，

基本实现了科创中心核心区科研院所

的交通全覆盖，解决了单位到交通枢

纽“最后一公里”难题。

“除了直达企业院所的定制班车，

目前，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充电桩也

已实现驻区11家科研院所全覆盖。考

虑到有些院所在市中心区还有研究机

构，我们将分时租赁拓展至它们位于

浦东、长宁等地的部、所，方便科研人

员出行。”项目相关负责人说。

在区人社局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黄

玥看来，嘉定正在大力构建一个生态、

生产、生活一体化的营商大环境。其

中，创造品质生活，大力提升城市生活

的丰富性和舒适度，着力解决人才普

遍反映的安居、子女教育、医疗等问

题，是让嘉定这座城市能留住人心的

关键。

近日，上海快联门业有限公司人

事总监熊太瑞有点急，刚刚看完位于

徐行镇的绿洲香格丽小区，就马上回

单位准备相关材料了。他可不是准备

自己买房，而是为了尽快让公司同事

申请人才住房。

“这几年房价一直在涨，对企业的

优秀人才而言，即使是租房也面临路

程远、房租高，甚至办不出居住证的难

题。”熊太瑞说，“政府能替企业解决人

才住房问题，真是帮大忙了。”

今年，徐行镇自筹房源，准备了

23 套高档公寓，现已精装完毕，家具

家电配备齐全，人才可拎包入住。“目

前已有4名优秀人才通过个人申请并

递交相应的证明材料，经镇有关部门

审核、资格审定之后，入驻人才公寓，

租金按市场同类房屋租赁价格的80%

支付。”徐行镇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如果算上区级人才租房补贴，每月租

金就更低了。”

至目前，嘉定制定并出台了包括

优秀人才住房、优秀人才租房补贴、创

客客栈补贴、人才公寓建设和管理、优

秀人才配售房售后管理等一系列实施

办法，完善了“购房货币化补贴、租房

补贴、人才公寓、创客客栈”四位一体

优秀人才住房保障政策体系。至今年

一季度，共有 310 名优秀人才获得购

房货币化补贴资格，4227名优秀人才

获得租房补贴资格，268 名优秀人才

获得创客客栈补贴资格。全区有 660

套人才公寓建成投入使用，其中，区级

人才公寓 359 套、镇级人才公寓 301

套。这些，无疑也是对企业的一种减

负。

作为“千人计划”人才，联影公司

副总裁皱韵与其他高层次人才一样，

收到了一张由嘉定区颁发的“人才服

务金卡”。在他看来，过去他和其他海

外引进人才回国后，生活可能会遇到

诸多不便。比如，因为不熟悉政策，办

理签证和绿卡时十分费时费力。如今，

嘉定专门为他们打造了服务金卡，延

伸对人才的服务面，服务内容涉及文

化旅游、酒店服务、购物消费、医疗等

多个领域，让他感到十分受用。“我很

高兴能在嘉定工作，周边有很好的生

活配套设施。我也曾去保利大剧院欣

赏过高水平演出。今年嘉定还为我们

提供的政策法律服务，解决了我签证

方面的一些问题。”皱韵说。

记者 李华成

之窗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