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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归还至指定区域，将持续计费

□ 记者 沈俊

□ 记者 石思嫣

□ 记者 石思嫣

□ 记者 丁沈凯 实习摄影 张悦阳

▲ 市民体验新一代公共自行车

□ 记者 陈柳华

新一代公共自行车亮相街头

本报讯 去年以来，长兴镇加强劳
动关系协调中心建设，取得了良好成
效，受到群众欢迎。

2011 年以来，振华重工、中船江
南、中海工业等大型船舶企业及海洋
装备园区纷纷在长兴镇建成启用。
这些海洋装备企业共有 5 万余名产
业工人在长兴镇工作，其中外来务工
人员达到 3.5 万名。为服务好企业发
展，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地方社会稳
定，长兴镇结合实际，从 2018 年开始
推进该镇劳动关系协调中心建设，力
求打通劳资矛盾调处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让劳动争议化解省时、省心，
更省力。

一年多来，长兴镇在市、区人保部
门指导下，从组织领导、人员配置和资
金投入等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通过
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打造了企业与广大
劳动者和谐共处、携手共进、互利共赢
的良好格局。目前，该镇劳动关系协调
中心实现了仲裁、监察、信访“劳动关系
一门式受理”，做到了服务标准化、服务
零距离、服务一体化、服务向前移，实现
劳动争议不出长兴岛，成为崇明区乡镇
层级第一家市级示范点。

据了解，2018年至今，长兴镇劳动
关系协调中心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352
件，成功调解229件，涉案金额180.2万
元，先行调解率 91%；经中心转介法律
援助律师参与调解数 5 件，涉及人数
200余人，金额300余万元；排查处置各
类 10 人以上群体性劳动争议隐患 11
件，涉及224人，金额244.11万元。

长兴镇加强劳动
关系协调中心建设

全力打通劳资矛盾
调处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前不久，《陈伯明的光辉
人生》正式发布，书中记载了陈伯明对
党忠心耿耿、清正廉洁的一生。从这
书中，记者看到了许多红色故事，其中
有一个故事令人印象深刻。故事是这
样的：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将重要的军
需物资运往苏北根据地，中共地下党
组织建立了秘密交通运输线。当年，
地下运输线除了陆地铁路，还有水上
航线，有多个渠道通往革命根据地，其
中一条便是位于港沿镇合兴村旁，贯
穿岛屿南北向的河道——四滧河。在
红色经典电影《51 号兵站》中，也有这
条地下运输线的影子。

这条地下运输线的开发者正是崇
明人陈伯明。陈伯明是苏北解放区韩
念龙部队派往江南敌占区（崇明）的特
派员，也是崇明地下共产党负责人之

一。陈伯明身兼两个任务：一是在崇
明发展地下党员；二是为苏北根据地
采购军需物资。

当时，陈伯明伪装成贩卖皮棉的
商人，来往于苏北解放区和上海两地
间。为了工作方便，陈伯明在合兴镇

（现在的港沿镇合兴村）找到他在上海
中学读书的老同学邹维良。在他的帮
助下，陈伯明在港沿镇合兴村旁，找到
了一条适合给苏北解放区运送军需物
资的河道——四滧河。

四滧河是一条可航船、排水、灌溉
的河，可以通行小型船只，河的南出口
与上海吴淞口较近，北出口与江苏启
东县三和港（现为启东市三条港）对
通，也是苏北到上海两地间较近且相
对隐蔽的一条河道。正是因为四滧河
的“不起眼”，所以也不易被人重视。
四滧河旁的合兴镇（现在的港沿镇合
兴村）则成为陈伯明货船的临时停

泊点。
为了保护好这条运输线，邹维良

弄到一名伪副乡长的职务，还在镇上
开设了一家百货商店，经营布匹等百
货，掩护陈伯明开展地下工作，同时也
为采购运输物资提供方便。

在抗日战争期间，陈伯明来往苏
北至上海，经过四滧河，为苏北解放
区运去了一批又一批的军需物资，同
时在运输线上、港口码头工人中发展
党员，使崇明的地下党员队伍不断
壮大。

但 1948 年 的 秋 天 ，国 民 党 军 队
察觉到了异常，四滧河这条地下运
输 线 暴 露 了 ，随 即 该 线 路 被 掐 断 。
不过，地下党组织没有被破坏。陈
伯明转移到崇明南门一带继续开展
工作，而这条普通却不平凡的地下
运输线也为 1949 年顺利解放上海作
出了贡献。

崇明曾经有条通往苏北的地下运输线

陆娟：想乘客所想
急乘客所急

说起陆娟，不少乘坐过崇明巴士
南东线的市民并不陌生。陆娟在这条
公交线路上工作了快 9 年。在工作
中，她尽心尽力，想乘客所想，急乘客
所急，荣获过“上海市公共交通行业优
秀售票员”“上海公共交通行业服务明
星”等荣誉称号。

有时候半路下雨经常会有乘客没
有带伞，陆娟就会从她的百宝袋里拿
出雨伞借给乘客，告诉乘客只要还给
同条线路的公交车就可以了，下次还
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这样每一次的
一借一还成了南东线上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在公交车上的便民服务袋里，
陆娟也经常会自掏腰包添加各种小物
件，如创可贴、毛巾、雨衣、针线包等，
给需要的乘客使用。陆娟还自学了急
救知识和英语，在岛内外游客面前，展
现了崇明巴士的良好服务形象。

陆娟说：“作为全国工人先锋号
——南东线一直保持零投诉，无论碰
到什么困难，我们作为服务行业一定
要把解决乘客难题放首位”。

2018 年，由于工作表现突出，区
总工会宣布“陆娟巾帼创新工作室”正
式成立。作为工作室的带头人，陆娟
经常向老先进、老前辈学习，之后总结
经验，把所学的知识通过工作室分享
给大家。

本报讯 记者日前走进长兴长途
站内新投入使用的母婴室，只见约 10
平方米的小屋内，放置着配有被褥的
婴儿床，用于更换尿布的台子，相关
物品十分齐全，还有粉红色的遮挡帘
子，可以有效保护隐私，同时设有椅
子、茶几，可供休息。此外，室内还配
备了空调，提供冷热水，并备上了纸
巾。小小母婴室，散发着对妇女浓浓
的关爱。

推进母婴设施建设，为母婴提供
必要的公共服务，是社会对母亲和
孩子的尊重与关爱，也是城市文明
的体现。记者日前从区卫生健康委
了解到，本区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市
有关母婴设施建设的文件要求，于
去年 10 月中旬开始积极推进母婴设
施建设、做好母婴设施建设管理等

工作，着力完善全面两孩政策配套
实施，满足辖区群众对母婴设施的
需求。

目前在全区所有医疗机构，部分
公交枢纽站、客运码头、旅游景点和大
型商场、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全面实施
了“母婴室”设施建设。据统计，目前
崇明共有 43个母婴设施点，23个位于
医疗机构（新华医院崇明分院、市第十
人民医院崇明分院、岳阳医院崇明分
院、崇明区传染病医院、崇明区精神卫
生中心以及 1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内、6 个位于公交枢纽站内（南门汽车
站、南门水陆换乘中心、南门长途汽车
站、陈家镇临时交通枢纽站（出岛候车
室）、陈家镇临时交通枢纽站（岛内候
车室）、长兴长途站）、5 个客运码头

（南门客运轮站、新河客运轮站、堡镇
客运轮站、长兴对江渡客运轮站、横沙
对江渡客运轮站）、3 个大型商场（城

内八一广场、苏宁易购崇明八一路店、
国美电器崇明店）、3 个旅游景点（东
平国家森林公园、东滩湿地公园、明珠
湖公园）、3 家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城
桥镇、陈家镇、长兴镇）。

据 了 解 ，母 婴 室 内 的 设 施 设 备
按照《崇明区医疗机构母婴设施点
配置标准》的要求进行配置。其中
规定：面积一般不低于 10 平方米，配
有防滑地面、保护哺乳私密性的门、
帘子等遮挡设备、带安全扣的婴儿
尿布台、提供冷热水及洗手液的洗
手台、婴儿床、座椅、桌子、电源安全
插座、恒温空调、干湿垃圾桶等，另
外墙上还张贴着有关母乳喂养、科
学育儿等方面的科普宣传资料。整
齐贴心的配备赢得了宝妈们的一致
好 评 。“ 有 了 母 婴 室 ，真 的 太 方 便
了。”同时，各母婴室还按照本区制
定的母婴室管理制度，积极做好母

婴设施安全、清洁等日常管理维护
工作。

怎么才能让妈妈们快速、准确地
找到最近的母婴室呢？区卫生健康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妈妈们可以通过
手机下载“市民云”App，在“热门服
务”栏目中查找到已上线的母婴设施
电子地图，崇明目前母婴设施点信息
已经上线，有标注开放时间、具体地
址、咨询电话等。而且每一处母婴设
施点均在该区域内醒目位置沿途张
贴导引标识，大大方便了服务对象。

下阶段，本区还将有序推进母婴
设施建设。“考虑到 2021 年花博会即
将在崇明举行，届时人流量可能会激
增，以及今后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妇
女儿童的使用需求不断增加，我们会
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寻找位置，新设立
尽可能多的母婴点。”区卫生健康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崇明客轮航班
调整为冬季时间
□ 记者 石思嫣

本报讯 10月16日起，崇明客轮公
司高速船航班开始实行冬季航班时刻。

据了解，实行冬季航班时刻后，南
门—宝杨高速船双向始发时间均为
6：30，每隔半小时一班船，末班时间为
16：30；堡镇—宝杨高速船堡镇始发时
间为6：40，宝杨始发时间为6：45，每隔一
小时一班船，下午时间从13：20开始，堡
镇和宝杨的末班时间均为16：20；需注意
的是，其中不开设12：40班次。南门—
石洞口车客渡双向始发时间均为6：00，
每隔1小时一班船，末班时间为18：00。

崇明客运公司提醒广大市民，出
行前请留意航班时刻情况，以免给自
己的出行带来不便。

□ 记者 石思嫣

着力做好科普工作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本报讯 细心的市民或许已经
发现，近日在城桥镇各地的街边出
现了许多白色车身、蓝色车篓的自
行车。这些颇具运动气息的自行车
是由永安行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公共
自行车。崇明也成为全市首个引进
新一代公共自行车项目的区。

记者从区交通委了解到，这款
公共自行车是永安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推出的一款最新产品，采用
轻量化、智能化设计，使用模式兼
顾了共享单车和公共自行车两方
面的优点，在各个停车点安装有相
配套的还车桩，在为市民提供便捷
服务的同时，更符合城市管理的需
要，有利于有序管理、规范停放、定
期维护。目前，城桥镇地区共设有
43 个停车点，1000 辆公共自行车
开始“服役”。

市民在使用时，通过扫描车身
上的二维码就可以下载“永安行”
App，完成实名注册后即可使用，费
用为每半小时 1 元。使用结束后，
必须将自行车还至各停车站点的还
车桩上，否则无法正常结束订单，将
持续计费。如果因使用者乱停放，

造成车辆损坏和丢失，车辆管理团队
还将会找到使用者要求赔偿。目前，
永安行公司已在崇明建立起了一支成
熟的管理团队。

在 10 月 18 日举行的新一代公共
自行车投放仪式上，区交通委邀请了
许多市民进行体验。陈女士在骑行一
圈之后说，“这款车十分轻便，骑起来

一点也不累，很舒适。”区交通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公共自行车和共享
单车都倡导低碳生活，绿色出行的
理念，但之前一些不文明使用共享
单车的行为，让崇明的城市文明形
象受到了影响。新一代共享单车既
方便了市民出行，也有利于提升城
市文明形象。

本报讯 日前，由区科协开展的村
居科普干部专题辅导培训会在城桥镇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全镇共 44
个村居近 500 名科普干部、志愿者等
参加培训。

培训会就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和崇
明区公民科学素质现状与对策两大主
题作了详细介绍，帮助村居科普干部
进一步掌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业务和
公民科学素质知识。

据了解，该培训旨在进一步推动公
民科学素质提升，扎实推进基层科普工
作。之后该培训还将在其他乡镇开展。

□ 记者 徐晨

区科协开展村居科普干部
队伍科学素质提升辅导培训

本报讯 10 月 16 日，2019 秋季家
政服务与管理大专班开学典礼举行。

会上，上海开放大学崇明分校、区
总工会、区妇联签署了《崇明岛外就业
人员家政服务学历教育（2019 年秋季
班）合作三方协议》，共同为大专班提供
教学资源和资金保障，促进崇明区女性
富余劳动力实现更好就业，维护崇明在
沪出租行业就业人员家庭稳定。

据了解，该班开办于2014年，目前
已成功举办3届。不少毕业学员因工作
表现良好受到社会好评。今年秋季班
又迎来了新学员，在为期两年的学习
中，她们将努力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
能、练就新本领，早日成为独当一面的
行业能手。

崇明家政服务
与管理大专班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