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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泰广场新年第一波福利“牛”气指数爆表！每周一壕撒

“50 团 100”团券，限定特惠美味，为你开启活力工作日，助力

2021牛来运转。

1月 11日—2月 8日，注册成为长泰会员，每周一全场消费

享 2倍积分。还有“打工人”绝不能错过的舌尖上的“食”惠，每

周一在大众点评长泰广场首页抢购50元抵100元团券（限餐饮

商户使用，使用规则详见团券），无论是午市工作餐、晚间聚餐

还是团圆年饭全都乐享折扣。

1月14日—2月14日，在情人节前夕，长泰广场在线上推出

“执笔三行 爱不缺席”三行情书征集活动。无需冗长的话语，

真挚、勇敢就能走进对方的心里。2月 15日—2月 26日，“乐享

流年 让爱团圆”，长泰广场将发起线上征集全家福元宵节活

动。无论是泛黄的老照片还是一张有故事的合影，秀出你的全

家福，向大家分享有爱的家庭氛围吧！这些活动都将通过长泰

官微公示优秀作品，并开放点赞或投票渠道，根据大家的人气

排名，长泰广场将送出惊喜好礼。

长泰广场内品质商户则纷纷推出牛年限定新品，还有劲爆

的应季折扣，邀你速来选购。

今年浦东新区商务委联合浦东融媒体中心《玩购浦东》与

“浦东发布”制作了美陈主题公仔“福牛”，发起“新年到，逛浦东

商场，寻找牛年第一只福牛”活动。长泰广场配合推出“新春满

额 福牛有礼”活动。1月14日-1月28日，长泰会员可免费参与

“福牛”抽奖，赢100元代金券+福牛公仔。1月28日-2月26日，

会员当日单笔消费满288元赠可爱的福牛公仔一个。

（拉风）

长泰广场牛年献礼，邀你“泰”享新春

■本报记者 沈馨艺

近日，惠南镇桥北村获评上海市美

丽乡村示范村。位于惠南镇东南首的桥

北村，一条大治河横贯东西，两岸瓜果飘

香，村内设施健全、村容优美，村民安居

乐业……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稳步迈进，让

村民们对村庄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风光与风情相融

桥北村的瓜果香中，橘香是特色。以

上海丹农农业专业合作社为“领头羊”，桥

北村打造了“柑橘文化”产业，不仅建设了

56亩红美人柑橘生产基地，并利用技术优

势打造了11亩“30年树龄柑橘树高接换种

实验园”，以及高标准种苗基地。

这只是桥北村在发展第一产业方面的

特色部分。借助惠南镇乡村振兴示范区带

动效应，桥北村发展“粮、林、果、蔬”等板

块，以优质农产品路线为定位，全力打造绿

色精品农业。以“粮”为例，桥北村以合作

社为龙头，带动村内 12个家庭农场，种植

上海农科院培育品种“花优14”1450亩，实

现全程机械化、标准化生产，年产稻米 700
多吨。

此外，桥北村经济合作社自主建设 48
亩无花果种植基地，结合红美人柑橘种植

基地，开展采摘体验项目，通过林果种植带

动农民就业，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时培

养一批青年果树种植及管理人才。

在乡村旅游产业方面，桥北村联合海

沈村、远东村，以良好生态环境为发展基

底，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发展农业生态休闲

旅游产业，实现一、三产业融合发展。截至

目前，三村联动成功举办了“乡村自行车轮

胎创意大赛”“乡村瓜果节嘉年华”“美丽乡

村秸秆节”“2020年浦东新区农民丰收节”

等系列主题活动，发展田园风光与乡村风

情相融合的生态旅游产业。

庭院美丽 村容提升

走进桥北村，主干道路“两横三纵”覆

盖全村，村域内宅村道路和田间机耕路纵

横交错，四通八达。在村主干道谈北路上，

还有彩色自行车骑行道，为村民的骑行路

线添彩。村内主要道路谈北路、桥北路等

15条道路安装路灯 475盏，实现了村域主

要道路、路口路灯全覆盖。

健全的基础设施，配上优美的生态环

境，让村民在如画环境中享受更加宜居的

生活。全村 101条河道全部完成疏浚，消

除了劣V类水体，两岸绿植也栽种完成，亲

水平台也修建了起来。

随着“增绿护绿”项目的实施开展，原

本的改造垃圾堆场等变成了微型公园等，

2019年来共修整微型公共绿化休闲点 10
处，村民健身点 13处，集休闲景观和健身

娱乐为一体，美化村庄环境。

通过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三园”

建设，让美丽庭院创建率达到了100%。截

至目前，村里已经有了“美丽庭院”一星户

722户，三星户 68户，五星户 14户。村民

李卫忠家在 2019 年获评“五星户”，家里

庭院虽然不大，但里里外外种植了各种绿

植和花卉，甚至家里从一楼到三楼也遍布

绿化。

村民事 村民管

以“美丽庭院”创建为基础，桥北村全

面打造村民自治体系，完善村级议事会、村

民理事会等，广泛听取和收集民意，通过召

集村民集体协商议事、决事、办事，引导村

民广泛参与农村项目建设、环境整治、公益

事业，调动村民参与村组事务积极性、主动

性，实现村级共管共治、共建共享。

在美丽庭院建设过程中，护栏竹篱笆

安装、路面维修、砌矮围墙等重大项目全

部通过两委班子会议、党代表议事会议、

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等，广泛听取各

方面意见。

在自治中，乡风文明也得到了传

承。大治河历史事迹，是桥北村的传统

文化之一。村里修剪了大治河文化馆，

保护、弘扬和传承大治河文化，深入挖掘

历史，宣扬传承团结协作、群策群力、甘

于奉献的“大治河精神”。始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倪氏老宅，也被打造为了集木

匠工坊、村史馆等为一体的传统文化和

村史宣讲场所。

以乡风文明为基石，桥北村还注重乡

村软环境的建设，树立新时代的乡村新风

尚。村民严祥官在 2016年自发组织了祥

韵沪剧沙龙，在家里搭建沪剧舞台，吸引沪

剧爱好者前来参加或观看沪剧演出。如

今，祥韵沪剧沙龙已经开了近200期，让桥

北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沪剧文化传承点。

本报讯（记者 章磊）一场生态环境

问题专项排查的集结号已经在浦东吹

响。根据国家相关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对

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高上海环境质

量水平的部署要求，浦东新区已全面启动

生态环境问题专项排查工作，专题召开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会议，仔细梳

理各单位各部门历次环保督察问题，形成

全区的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清单，

由点及面、举一反三、逐一整改销项。

目前，浦东新区已成立生态文明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办公室，集中力量抓落实，扎实推进整

改工作。通过用好“找茬”机制，做好补短

板、堵漏洞、强弱项工作，形成全社会自觉

保护生态环境的氛围。

近年来，浦东新区持续推进“五违四

必”环境综合整治、中小河道整治、美丽庭

院建设等工作，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但对

照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浦东仍需对生态

环境问题保持高度警醒，在环境治理上持

续下功夫，做好举一反三，推进常态长效，

为党和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为有力推进此次生态环境问题专项

排查整改工作，欢迎市民拨打 12345市民

举报热线，反映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

题，共同守好蓝天、绿水、净土。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减少春节期

间人员流动和聚集，确保不出现新冠肺

炎疫情规模性输入和反弹。为深入贯彻

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做好 2021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

以及中央和本市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

求，市住建委近日发布了《关于 2021年

春节期间本市在建工程减少务工人员流

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提出，市、区两级在建重大工

程，特别是市、区两级政府、国有企业投

资的有关投资主体、施工单位，要深入研

究部署春节期间减少人员流动的工作措

施和保障方案，积极动员务工人员响应

国家号召，尽可能留沪过节。在合法合

规前提下，具备条件的可以组织连续施

工。同时鼓励社会投资项目响应号召。

对于管辖工人在500人以上的劳务企业

有意愿留沪过节的，要加强服务保障，积

极帮助企业与用工需求大的企业进行对

接，确保供需平衡。对于输出地已被明

确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作业人员，各

用工单位、用人单位要采取措施，广泛宣

传疫情防控要求，劝导相关地区的人员

留沪过节。

市住建委要求各建设管理部门对于

春节期间连续施工的建设工程，要根据

企业申请给予备案，并逐一建档、精准

服务。要建立完善的联系网络，确保节

日期间沟通渠道畅通有序。要加强管

理，确保相关工程管理受控。同时，强

化人文关怀，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缓解留沪人员的思乡情绪。对于部分

员工家属前期已到沪探视团聚的，要帮

助员工解决相应的食宿问题，确保现场

的和谐稳定。

对于输出地为低风险地区的，且经

劝导后仍需返乡的务工人员，市住建委

要求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要提前与合作

的劳务公司做好沟通，通过劳务公司锁

定劳务分包队伍，通过提前签署协议、返

沪奖励等方式，确保节后足量劳务人员

返沪。劳务人员输出地的管理人员，在

明确返沪时间后，提前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继续按照“抓两头、控中间”的方式，

做好劳务人员返沪安排。并通过微信建

群等方式，加强返乡务工人员动态管理，

确保防控到位。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老公房加装电

梯受到很多居民的欢迎，但各楼层如何分

摊费用，往往是协商中的一大难点。近日，

为促进居民意愿统一和达成共识，积极推

动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上海市房

管局在总结各区加装电梯成功案例基础

上，制定了《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不同

楼层业主出资指导区间》。据悉，这也是

本市首次出台这方面的指导意见，为各楼

层居民出资比例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依据。

根据该文件，相关业主可按照“谁受

益，谁出资”的原则，通过协商确定具体加

装电梯分摊费用。文件根据加装电梯入户

方式、楼型进行分类指导，以平层入户的7
层楼型为例，2楼出资指导区间为 4-6%，7
楼出资指导区间为 28-30%；错层入户的 7
层楼型，2楼出资指导区间为2-4%，7楼出

资指导区间为30-32%。文件同时指出，出

资指导区间供协商参考，具体以业主协商

后协议约定为准。

上海于2011年出台《本市既有多层住

宅增设电梯的指导意见》，启动既有多层住

宅增设电梯的试点工作。10年来，政策力

度不断加大。截至去年底，全市累计共有

1703个单元通过居民意愿征询，涉及 148
个街镇（全市共 220个街镇）。其中，竣工

投入使用515台，开工建设377台。浦东新

区累计共有 209 个单元通过居民意愿征

询。其中，竣工投入使用 19台，开工建设

86台。浦东新区加梯数量较多的街镇有

川沙新镇、东明路街道、金杨新村街道、北

蔡镇、周家渡街道等。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1月20日零

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列车运行图。长

三角铁路充分利用连镇高铁、盐通高铁、

京港高铁合安段等多条新线资源服务春

运，并首次开行环线列车。长三角客货

运列车开行总数分别达 1222 对、1277
对，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

这次新图中，新开通的连镇高铁

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 72 对（其中淮安

东至丹徒段 62 对），较新图实施前增

加 43 对。连镇高铁沿线连云港、淮

安、扬州、泰州等多座城市扩大开行始

发终到动车组列车，从扬州、泰州至北

京，从苏北、苏中至江南苏锡常、上海、

浙江地区有了高铁快捷通道，实现苏

北、苏中地区与长三角中心城市的无

缝对接。

盐城至南通高铁开通后，形成山东、

江苏东部沿海地区至苏沪杭的最快通

道。这次新图，盐通高铁安排开行动车

组列车47对，长三角北翼沿海地区至苏

南、上海、浙江有了快捷通道。沿海通道

青岛、日照、连云港市，以及盐城市滨海、

射阳、大丰、东台等地去往上海、浙江地

区有了高铁直达列车。其中，青岛至上

海最快 4小时 54分钟可达；连云港至上

海最快旅时为 2小时 58分钟，大幅压缩

了运行时间。

新图中，京港高铁合安段安排开

行去往南京、上海、杭州东、衢州等方

向动车组列车 13 对，其中途经京港高

铁合安段、合福高铁、宁安高铁开行环

线列车 3.5对，这也将是长三角地区首

次开行环线列车，沿线城市之间不需

要中途换车即可一车直达，出行更方

便快捷。

此外，这次新图，长三角铁路部门围

绕中欧班列、铁海联运需求和煤炭、粮食

等重点物资运输货源结构变化，优化货

运班列开行方案，安排增开连云至吴集、

无锡南至芦潮港、衢州至宁德北、阜阳北

至漯河等物列车 14.5对，货运列车开行

总数达1277对，精准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惠南镇桥北村瓜果飘香、文化浸润

产业兴乡风淳 双手绘就美丽画卷

浦东专项排查生态环境问题
市民可拨打12345举报相关问题

推动老公房加装电梯

各楼层费用分摊有了“官方指导价”

昨起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长三角铁路首开环线列车

减少春节期间人员非必要流动

本市动员工地务工人员留沪过节

◀美丽乡村建设中，桥北村为村民打

造了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惠南镇传媒办 供图

▲干净整洁的“家门口”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