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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燕）儿童是社会“最

柔软的人群”，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将“幼有

所育”排在7项民生保障的首位。记者从日

前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

着力构建多方参与的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

务体系，同时着力解决学前教育入园贵入

园难问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而在这份最

新发布的“成绩单”上，作为全市5个托育服

务工作试点区之一的浦东新区表现抢眼。

多方参与幼托服务体系

去年 4月，上海多部门联合下发托育

服务“1+2”文件，在全国率先探索构建“政

府引导、家庭为主、多方参与”的 0-3岁幼

儿托育服务体系，并鼓励多方参与提供托

育资源。截至8月底，全市共有391家幼儿

园举办托班，加上35个托儿所和11个区办

早教中心，提供托额约 1.4万个；社会力量

办托育机构 143家，提供托额约 1.1万个，

另有200多所机构正在申办中。

浦东是全市5个托育服务工作试点区

之一。记者从浦东新区教育局了解到，过

去一年多，浦东成立由分管区长牵头的托

幼工作联席会议，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

出台区级托育服务政策和多个配套文件，

完善托育服务管理体系；同时进一步增加

托育服务资源供给，满足社会托育服务需

求。目前，浦东共有开设托班的公民办幼

儿园 81家，可招幼儿 2640人；社会力量办

托育机构30家，取得办学许可的民办早教

中心 12家，共计可提供托额 8000个，其中

普惠性托额50%，约4000个。

基本解决学前教育入园难

3至 6岁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起始

阶段。多年来，上海坚持公益普惠原则，

把学前教育纳入教育公共服务范畴，2006
年至今已完成三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第四轮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也

已发布实施。

十八大以来，全市幼儿园增加226所，

平均每年增加 38 所，幼儿园总数达 1627
所，有效应对了人口生育高峰对学前教育

资源提出的挑战，超过60%的幼儿园为公办

幼儿园，超过70%的孩子在公办幼儿园就读

（国家2020年目标是原则上达到50%）。全

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已达 97%（国家 2020
年目标是达到85%），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服务的幼儿已达 85%（国家 2020年目标是

达到80%）。与此同时，上海抓内涵提升，解

决“保教有质量”问题。全市幼儿园普遍形

成以游戏为主要活动，游戏、学习、生活、运

动“四位一体”的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一级

及以上的优质幼儿园占41%，公办幼儿园已

全部达到二级以上标准。总体上看，上海3
至6岁学前教育已经基本解决“入园难”问

题，“入园贵”问题也得到有效控制，总体发

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位置。

作为国家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和

教育整体综合改革实验区，浦东在学前教

育方面也先行先试，根据“公益普惠、均衡

优质、开放多元”的整体要求，通过先后三

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在总量扩充的

前提下有效提升新区学前教育的整体质

量。截至目前，浦东共有幼儿园326所，其

中公办幼儿园 202所，占 62%；民办幼儿园

124所。全区在园幼儿 13万人，比 2015年

增长了1.6万人，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10.5
万人，占比80%。一级及以上的优质幼儿园

占比54%，公办优质园占比达到80%，73%的

幼儿在一级以上优质园就读。全区符合条

件的适龄幼儿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7%，

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的幼儿达到83%。

浦东托育服务工作“成绩单”亮眼
可提供托额8000个 适龄幼儿毛入园率达97%

本报讯（记者 黄静）9月 21日开始，

以“沾一园花香满襟，赏一路醉美秋色”为

主题的 2019上海滨江森林公园秋游季拉

开帷幕，展期将持续至11月25日。广大市

民游客可以观赏色彩缤纷的花卉，体验精

彩纷呈的公益活动，感受大自然带来的独

特享受。

2019上海滨江森林公园秋游季赏花

展以缤纷色彩、遍地繁花、浪漫风光为主

线，打造出一幅幅韵味独具的秋花画境，为

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秋游主题展。

“浪漫花海”——公园虞美人草坪、枫

香草坪集中种植1万余平方米的波斯菊和

百日草。波斯菊，花朵娇嫩，姿态优雅；百

日草，花开艳丽胜牡丹，颜色、层次千变万

化……形成浪漫花海。国庆节期间，花儿

将呈现怒放阶段。

“主题花镜”——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公园游客服务中心门口设置“花

车城堡”景点，车上 70的数字寓意着中华

人民共和国70年的光辉历程，旁边的小花

车代表“一带一路”战略部署。

据悉，本次秋游季对滨江大道花镜、

环园西大道花镜、无障碍花园花镜进行品

种调整，主要选用大红色系花卉来增加国

庆的喜庆氛围，少量观赏谷子突显秋季收

获的季节，选用花期较长的比哥海棠、何

氏凤仙等，使花境的观赏效果更具长效

性。

“网红月季”——位于向阳亭和2公里

滨江岸线的月季花墙迎来了第二波最佳观

赏期，20多个品种的藤本月季和大花月季

争相开放。

秋游季期间，上海滨江森林公园还安

排了“小小农夫”、蔬果插花活动等精彩纷

呈的活动。

9月21日，600多名来自国内23个城
市及6个国家的骑行爱好者相聚在奥运冠
军钟天使的家乡海沈村，参与第九届环浦
东骑游活动。

本次环浦东骑游活动根据设定路线分
为100公里（全程组）、54公里（半程组），其
中，全程组途经惠南、大团、宣桥、新场、航
头、老港、万祥、泥城、康桥、祝桥；半程组途
经惠南、大团、宣桥、新场、航头。此外，还设
置了围绕海沈村骑行道骑行16公里的体验
组。骑行爱好者们从海沈村出发，沿途可
欣赏到浦东的乡村美景及城市风光。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文 惠南镇 供图

9月20日清晨，随着一声发令枪响，科
学城一年一度的运动盛会——张江快乐跑
开跑。来自45家企业、热爱运动的张江人
身着“We are One”（寓意我们是快乐一
家人）的荧光色运动T恤，挥舞着五星红
旗，流动于科学城各定点路线上，“以跑聚
爱”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活动期间，主办方收到众多企业及爱
心人士奉献爱心，所征集到的捐款将用于
向贫困地区儿童或留守儿童送去所需的礼
物包裹。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文 朱泉春 摄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国产芯片，

大数据产业，IT技术……，浦东新区科创

中心建设正加快推进。昨日上午，“乐业

在上海，助力中国芯——2019年浦东新

区“中国芯”集成电路、IT及数据服务产

业专场招聘会”在上海科技大学举行，

100多家来自集成电路、IT及数据服务产

业的知名企业向优秀的应届毕业生抛出

橄榄枝。

随着产业的不断壮大，大量相关专

业的毕业生还没毕业就被一抢而光。而

另一边，也有不少毕业生没有及时找到

合适的岗位。

为了服务好毕业生，解决企业招人

难题，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浦东新区

人才市场、张江集团多部门合作，排摸区

域内集成电路、IT和数据服务产业企业，

提供相关就业岗位。本次招聘会名企云

集，邀请到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上海

晟矽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

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中芯国际集成电

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等企业，不但提

供数字芯片设计工程师、软件开发工程

师、算法工程师等专业岗位，同时还提供

市场助理、商务文员、客服专员等行业内

的基础岗位，共1000多个岗位。

另一方面，新区通过市区多个渠道

进行了广泛宣传，并通过新区高校服务

平台，通知到新区每一所高校的毕业生。

除了招聘服务区，主办方还专门为

应届毕业生设了咨询服务区域，由浦东

新区就业促进中心与浦东新区人才市场

共同提供职业指导、政策咨询、培训指

导、居住证积分等咨询服务。

经统计，本场招聘会共收到简历

1539份，现场达成意向录用 231人次，安

排进一步面试595人次。

新区就业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进一步做好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就

业服务工作，通过前期排摸，新区锁定

180名有就业意向的重点离校未就业毕

业生，在完成建立“一人一册”服务台账

的基础上，为每一位重点跟踪对象提供

“1+1+3”服务，即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咨

询、一次就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实现

为每位毕业生提供“一人一案”、“一人一

策”的服务标准，确保每一位有就业意向

的毕业生得到最全面的就业服务。

9月21日是我国第19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上午，全市1400多台防空警报同时鸣
响，结合警报试鸣，城镇居民进行防空演练，有序向应急避难场所疏散撤离。浦兴路街道
金桥湾清水苑、惠南镇兰丽苑小区的防空演练为新区防空演练现场示范点，警报试鸣时，
居民纷纷从家中走出参与疏散撤离演练，大家按照应急疏散路线疏散。解除警报鸣响
后，心理咨询、包扎等急救应急演练项目也有序展开。

近期，浦东还开展了人民防空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开展高层楼宇、人员密集公共场所
等人员疏散演练，各类学校进行了防空袭疏散演练。

图为参与疏散群众在演练急救包扎。 □本报记者 徐玲 文 徐网林 图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近日，浦东新

区卫生计生委监督所开展了住宿场所卫生

监督执法检查，为即将开幕的第二届进博

会保驾护航。

9月 19日下午，检查小分队来到凌兆

路某连锁酒店进行突击检查。小分队随机

选择两个空房间进行检查。卫生监督员使

用测距仪、生化检测设备、湿度计等设备精

准测试房间内的温度、湿度、噪声等数值能

直观地衡量一个房间是否舒适、健康。此

外，卫监员现场对毛巾、杯具等物品进行取

样，后续将交由疾控部门进行检测。卫生

监督员还掀开床单检查，不放过一个死角。

最后，卫生监督员还检查了该酒店的

相关证照，检查发现，这家酒店的一份检测

报告没有进行公示。针对这家酒店存在的

问题，检查人员责令其限期改正，对于其违

法行为还将进一步调查取证，依据法律法

规对其作出相应的处罚。

据了解，为了做好进博会相关保障工

作，年初开始，浦东卫生计生委监督所就制

定了卫生监督保障工作实施方案，4-6月份

陆续开展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培训和卫

生管理员培训10个场次，提高了各经营单位

的自律意识和卫生管理能力。7月份卫生计

生委监督所开展了住宿场所突发卫生事件

应急演练，提升了卫监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今年卫生计生委监督所对高档、中高

档、中档及经济性住宿场所加强监督检查，

对存在的卫生问题通过开具监督意见书、责

令改正通知书、行政处罚、信誉度降级、追踪

复查、指导办证等六种处理措施督促整改

到位，保障了各种类型住宿场所的卫生安

全，为进博会来沪客人住宿卫生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台风“塔巴”

给上海带来风雨，但抵挡不住骑行爱好

者的步伐。昨日上午，2019上海城市业

余联赛-TREK100公益骑行在上海中医

药大学鸣枪发车。2500余位国内外自行

车爱好者用骑行的方式，在“世界无车

日”的当天践行绿色出行，长达 120公里

的骑行路线展现最美浦东风光和城市活

力。

本届 TREK100 创下了历届路线长

度、参与人数之最，2500余名参赛选手中

年龄最大的 65岁，最小的 16周岁，既有

常年坚持骑行运动的发烧友，也有普通

的骑行爱好者，还有不少外籍友人。本

次活动的骑行路线经过精心设计，分设

精英组 120公里、挑战组 45公里两个组

别。主会场、起终点设置在上海中医药

大学，路线途经张江科技园区、新场古

镇、芦潮港、滴水湖等地，沿途浦东自贸

区前沿阵地的勃勃生机与传统风貌交相

辉映。

600多名骑手
环游浦东

“张江快乐跑”
科学城开跑

TREK100公益骑行浦东鸣枪

“中国芯”产业专场招聘会举行

百余家企业推出各类岗位1000余个

上海滨江森林公园秋游季开幕

沾一园花香满襟 赏一路醉美秋色

为第二届进博会保驾护航

浦东卫监开展住宿场所执法检查

浦东开展防空演练现场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