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去港沿镇办事，骑电瓶车
要半个小时，现在好了，这次步行过
去换就医记录册，只需要5分钟。”
港沿镇合兴村的村民沙美丽说。从
半小时到5分钟，缩短的不只是时
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更拉近了政府
部门与群众间的距离。

自从原合兴乡与原港沿乡合
并以后，合兴地区9个行政村，近2
万名村民去港沿镇办事之路就显
得有些“坎坷”——不仅路途较
远，还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对于
年纪较大的村民，尤其不便。为
了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
题，为合兴地区老百姓提供便捷
有效的政务服务，2017年以来，港
沿镇推进合兴社区基本管理单元
建设，基本管理单元已于去年底
正式对外开放。

通俗一点说，“社区基本管理单
元”作用就是让百姓办事不再跑远

路，就近就能享受到公共服务。港沿
镇合兴社区基本管理单元按照“3+3”
配置，即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
文化活动分中心、社区卫生服务分中
心和警务站、城管工作站和市场监管
站。在这里，居民可以完成城市居民
养老保险个人参保登记、残疾人核定
申报、就业失业登记证申领、跨区就业
人员补贴、失业登记、门急诊就医记录
册新增及补换、门急诊及住院零星报
销在内的各项业务。此外还设立了合
兴基本管理单元社区党委、社区委员
会办公室兼优秀书记工作室、多功能
谈心室和会议室，面积约300平方米。

合兴地区 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
特别高，便捷公共服务就在家门口，一
些老人依旧一脸茫然。为此，港沿镇
组织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宣传社区基
本管理单元的建设情况，告诉村民们
哪些服务是就近就可以解决的。一位
村里的志愿者还成了社区基本管理单
元的现场负责人，办事者一进门，志愿
者会首先询问来者要办什么业务，社
区管理单元能办理的，他将来访者带
到相应的窗口，社区管理单元无法解
决的，志愿者会告知他们应该去哪里
办理。

除了让村民享受到了更便捷的公
共服务之外，合兴社区管理单元的建
设还有许多“附加效应”。合兴社区基
本管理单元周边原来存在大量的违法
建筑，这些违法建筑存在时间长，成了

“老大难”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周围环
境的美观。港沿镇借着社区基本管理
单元建设的契机，结合“五违四必”、

“河长制”、“文明创建”等工作要求，集
中开展专项行动，拆除违建40余处，
拆除面积达2286.13平方米。昔日脏
乱差的环境终于改头换面。

社区基本管理单元沿四滧河而
建，随着周边绿化的打造，一条被村民
称为“滨河大道”的休闲走廊孕育而
生。岸边垂钓、河边散步，广场舞大
军，这里已经成为合兴地区老百姓清
晨和傍晚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每天沿
河边跑步的退休工人沈洪福说：“上海
有滨江大道，我们有滨河大道，我看
啊，这条大道还得延长，你看，老百姓
都自发过来，休息用的小石凳都不够
用了。”

合兴社区基本管理单元的建
立，不仅使老百姓在“家门口”办理
业务的愿望得到了实现，还让周边
的生活环境变美了，社会治安、食品
药品监管等方面也更加全面。由此
带来的是村民们幸福感和获得感的
提升。沙美丽深有感触地说：“以前
我们就住在合兴乡附近，是‘镇上’
人，后来乡镇合并，我们成了办事要
跑远路的‘乡下人’，心里难免有些
失落。现在好了，大家都又有了做

‘城里人’的感觉。”
通过社区管理单元半年多的运

行，港沿镇也积累了更多社会治理
的有益经验。港沿镇副镇长戴如堂
告诉记者，港沿镇将在目前社区基
本管理单元的基础上，打造“为民公
共服务功能区”，老年人助餐点、老
年活动点等都在加紧规划建设之
中。“在不久之后，合兴地区村民将
能享受到更多、更多优质的公共服
务。服务于民，正是加强社会治理
的核心要义。”戴如堂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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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丁沈凯

基本管理单元开放

□ 记者 张永昌

“乡下人”有了“城里人”的感受
依托社区基本管理单元港沿镇打造公共服务功能区

本报讯 日前，由上海崇明绿华乐
游足球俱乐部主办，区体育局、崇明足
球协会等支持的“绿华旅游国学足球
青训班开班仪式”在城桥中学举行。

开班仪式上，区体育局、崇明足球
协会等相关支持方共同为“绿华旅游
国学足球青训班”揭牌。国学足球青
训班经过1年多的试行，3个多月的筹
备，30名热爱足球的小朋友成为俱乐
部第一期的青训学员。

记者了解到，前上海申花队队员
刘大祥将担任青训班特聘教练。在当
天的开班仪式后，刘大祥教练现场指
导小学员们进行基础训练，他幽默风
趣的语言、新颖独特的基础训练，让小
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也让
在一旁观摩的家长称赞不已。

据悉，青训班将定期在每周六无
偿对学员进行教学训练。2015年，崇
明正式启动足球县建设，将青少年足
球列为足球县建设的核心工程，多元

化高水平发展青少年足球训练是始终
秉持的目标和方向。绿华乐游足球俱
乐部开设足球青训公益活动，既符合

足球发展规律，又适应崇明本地区实
际的足球青训之路，为培育足球人才
的成长提供了良好平台。

足球青训班开班 助力少年足球梦
□ 记者 周天舒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中秋节将至，月饼消费进
入旺季。为了维护市场月饼质量安
全，确保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9
月10日，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部分
月饼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执法检查。

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位于港西镇
的上海荣士发食品有限公司，对该企
业的月饼原辅料采购、生产过程卫生
状况、从业人员操作规范、产品出厂检
验及相关索证索票等台账记录进行了
全面检查。同时现场查看了企业生产
过程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视频监控远
程对接使用情况。检查中，执法人员
还对刚出炉月饼的中心温度，生产过
程中使用的容器具和从业人员双手的
卫生状况等开展现场快速检测。

记者现场看到，在月饼的生产、包
装、贮存等关键环节，都受到视频监控

“重点照顾”。据介绍，这是区市场监
管局专门针对高风险食品企业所布设
的远程监控系统，2016年起实施，目
前已覆盖全区25家高风险食品企业
的各关键生产环节。如今，区市场监
管局监管人员不用上门，在手机端就
可对企业生产实时开展监管。此项智
能化监管举措，既督促企业实施了良
好生产规范，又提高了监管部门的监
管效能。

检查组一行还前往位于南门城区
的上海崇明华联超市有限公司东门
店、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寒山
寺路分店进行检查，重点检查月饼经
营单位索证索票、进货查验以及库存
记录等环节，并随机抽查了月饼的标

签标识及产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检查中，执法人员要求各月饼生

产、经营单位负责人进一步落实食品
安全管理措施，加强月饼原辅料采购、
生产、贮存、运输及销售各环节的关键
控制环节的把控，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据悉，区市场监管局近期开展了
覆盖全区的月饼生产、销售专项检查，
截至目前，已合计抽检 71批次的月
饼，抽检结果均为合格。下一步，区市
场监管局还将通过开展飞行检查、错
时执法、“双随机、一公开”等多种检查
形式，继续加强对月饼生产、经营单位
的巡查和产品抽检力度，发现违法违
规生产经营行为和不合格月饼及时曝
光、处置，加大对违法违规生产、经营
单位整治力度，确保崇明中秋月饼市
场质量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让市民吃上放心月饼
区市场监管局加强月饼市场监管巡查

□ 记者 朱竞华

本报讯 崇明巴士将于本周六 9
月15日开通e乘巴士崇明3号线。市
民可以通过关注e乘巴士微信公众号
（echengbus）预约购票。

为了使这条网约线路更贴合的哥
的出行需求，崇明巴士公司经过前期
多次实地考察，在征询的哥意见的基
础上，定线路、定时间、定走向、定站
点、定车辆。主要如下：

线路走向：（首站）陈家镇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裕国路——（站点1）
陈家镇枢纽站——陈海公路——长江
隧桥——五洲大道——浦东北路匝道
下——五洲大道地面道路——过浦东
北路随后右转——进入无名路——
（末站）浦东北路1565号。

途经站点及到站时间：
去程：（首站）陈家镇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4:45——陈家镇枢纽站（下客
站）4:55——（末站）浦东北路1565号
5:35。

返程：（首站）浦东北路1565号5:
50—— 陈 家 镇 枢 纽 站（下 客 站）6:
30——（末站）陈家镇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6:40。

行驶时间：单程50分钟。
实行单一票价：13元。
发车时间及班次：每天单向一班

崇明——4：45；浦东——5：50。

本报讯 进入9月，又到了“国庆
稻”的收割时节。近日，全区各大种粮
基地的水稻纷纷开镰收割。国庆大米
率先上市，成为市场新宠。

在春河果蔬专业合作社水稻种植
基地，沉甸甸的稻穗在阳光的照耀下
显得格外金黄，一台收割机在稻田中
来回穿梭作业，切割、脱粒、装车一气
呵成。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种植的15亩早熟水稻品种“松早香一
号”，收割期比去年提早了10天，完全
不施化肥，不打农药。

早熟水稻虽然产量低于常规水
稻，但市场认可度高。近年来，本区培
育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引
导种粮户种植市场适销对路的优质品
种，并推广机械化作业，提高组织化服
务水平，为实现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持
续增效奠定了基础。

春河合作社计划在早稻收割后，
再播种一茬晚熟水稻，目前，绿肥已经
下田，晚熟水稻稻种将在早熟水稻收
割后播撒。

全区早稻开镰收割
国庆大米上市

本报讯 冬枣被誉为“水果中的珍
品”，在陕西、山西等市场上走俏。现
在，崇明市民也能吃到本地产的冬枣
了。在东平镇的上海詹氏果蔬专业合
作社里的20多亩冬枣正值上市期。

记者来到枣园内，成片的枣树枝
繁叶茂，一颗颗脆嫩的鲜果挂满枝头，
果子光洁圆润，让人垂涎欲滴。据枣
园负责人介绍，这片枣树共有21亩，
种植至今已有20年，枣园内除种植冬
枣外，还种有梨枣等不同品种，今年成
熟期雨水少，光照充足，果子的产量
高，一棵枣树的产量可达60-70斤，而
且甜度和口感都非常好。

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冬枣的特
点是个大、皮薄、肉脆、核小、富弹性、
清脆多汁，满口生津。合作社在种植
冬枣过程中，坚持绿色生态理念，不使
用除草剂和农药，确保果子绿色健
康。冬枣不仅味道可口，而且营养价
值丰富，维生素C含量极高。

冬枣的成熟采摘期将一直持续到
10月初，冬枣耐储存，冷藏保鲜期可
长达三个多月，喜欢的市民，不妨品尝
一下。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消防安全
大排查大整治工作，9月10日上午，建
设镇事务办特邀崇明区公安消防支队
江帆中队的两名战士为建设敬老院的
工作人员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培训中，消防中队的龚溢松通过
播放消防短片以及PPT，为敬老院的
工作人员们讲解了如何检查消除安全
隐患、如何正确报火警、如何扑救初期
火灾、如何正确逃生等几个方面的知
识点。同时还对灭火器、消防水带如
何正确使用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讲解示
范，并邀请参加培训的工作人员进行
了出水实际操作演练。

通过此次消防安全培训，敬老院
的工作人员进一步掌握了消防安全知
识和技能，为确保院内老人安全起居
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建设镇开展消防安全知识
进敬老院活动

□ 通讯员 朱小芳

“百果王”冬枣上市
美味健康营养高
□ 记者 朱敏欢

e乘巴士崇明 3号
线开通
□ 通讯员 周倩云

“附加效应”明显 提升村民幸福指数

上海市崇明县佳诚电动自行车营业部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L8356411-0

上海唐田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
证：沪BL2530

上海市崇明县海桥乡向阳杂货商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310230600125618

上海市崇明区丽新食品商店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310230600212162

上海市崇明县大新镇莉莉杂货商店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310230600122291

上海市崇明县超群针织厂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310230600193129

赵 传 改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310230600322846

上海市崇明县小玲百货商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310230600367479

遗失启事

▲教练现场指导小队员

普及消防知识
消除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