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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城桥镇湄洲新村
51 号、61 号、72 号楼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项目顺利竣工。一大早，居民就来
到中心广场，庆祝电梯正式投入使用。

“3 台电梯从去年开始施工，历时
好几个月终于顺利竣工，这要感谢湄
洲新村居民的大力支持、配和、参与。”
湄洲社区党支部书记梁晟说，湄洲新
村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房龄较老，居
民大多为老人，“上下楼难”的问题尤
为突出。安装电梯是大多数居民的夙
愿，如今心愿实现，居民喜笑颜开。

湄洲新村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
是 2019 年区政府实事项目之一，在施
工过程中，区住房保障局、城桥镇政
府、街道、业主共同配合推进，如今电
梯顺利交付使用，为今后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提供了宝贵经验。这项惠民利
民的工程将让更多人得实惠。

小区居民纷纷乘坐电梯感受电梯
带来的便利。据悉，此次加装电梯，安
装公司还会提供一站式服务，确保使
用过程的安全便捷。

本报讯 1月 12日，第十届中国花
博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区会议中心举
行。中国花卉协会副会长赵良平出席
会议并讲话。中国花卉协会秘书长张
引潮主持会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副
局长顾晓君，上海市花卉协会会长蔡
友铭，区委书记李政，区委副书记、区
长缪京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筹
备情况的汇报，听取了施工管理和布
展服务建议方案的汇报，观看了《第十
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总体规划片》。来
自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花卉协会作交
流发言。

2019 年，崇明在中国花卉协会和

市筹备花博会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
兄弟省区市花卉协会和中花协各分支
机构的支持帮助下，全力做好花博会
筹备工作，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招展布
展积极推进，办博“朋友圈”不断做大，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20 年，崇明将
紧紧围绕“花开中国梦”主题，认真贯
彻落实组委会第一次会议精神，高标
准推进园区和配套建设，高质量抓好
招展布展、市场开发和宣传合作，高水
平做好服务保障和展会运营，全力把
第十届中国花博会办成“生态、创新、
人文、共享”的花事盛会。

赵良平对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的筹
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要提
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中国花博会是中国花卉届的“奥

林匹克”，本届花博会恰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之际举办，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举
办花博会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是广大人民群
众共享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成果
的有效载体。要坚持“生态办博、创新
办博、勤俭办博、廉洁办博、安全办博”
原则，把好质量关、提高设计水平，抢
抓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园区建设，坚持
质量第一、打造时代精品。要加大组
织协调力度，争取各方共识支持；要严
格按照中央规定，坚持科学节俭办博；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集力
量，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为办
成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花博盛会共同
努力，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献

上一份厚礼。
李政在讲话中说，自崇明成功获

得花博会举办权以来，在中国花卉协
会指导下，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下，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目前花博会各项
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衷心感谢中国花
协、各省区市花协对第十届中国花博
会筹办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第
十届中国花博会的举办，具有十分重
要的里程碑意义。要牢牢把握本届花
博会的特点，高水平、高质量做好参展
布展工作。本届花博会是花博会历史
上第一次在岛屿上、乡村里、森林中举
办，各省区市花协及中国花协各分支
机构全力支持，国际知名花卉企业、花
卉园艺设计师积极参与，知名企业踊
跃参展冠名花园，

近年来，“手机种田”逐渐成
为智慧农业里的新兴代表，农户
既靠天吃饭，又靠“云技术”增收，
手机成了他们的“新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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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市驾驶证
怎么换本地驾照？

一部手机搞定蔬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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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异地机动车驾驶证的市
民，证件期满可在本区“警医邮”
服务点将外省市驾驶证更换为本
地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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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花博历史新奇迹
第十届中国花博会第二次筹备会议举行

近日，市民政局公布了养老机构
服务质量日常监测结果：全市 572 家
养老机构获评“优秀”的占比 21.5%，

“良好”的占比 38.99%。值得一提的
是，此次崇明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提升
最为迅速。不仅总体处于“良好”水
平，而且还有 4 家养老院获评优秀养
老机构，它们是新河敬老院、长兴敬老
院、广福养老院和崇明区福利院。

这些成绩的取得，源自区民政局、
各乡镇、养老机构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的共同努力。“2019
年，我们推动大同敬老院、新民敬老
院、庙镇敬老院等 11 家养老院重新翻
建或改造，使养老机构的安全性和舒
适性得到较大改善。”区民政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记者实地了解到，新河敬老院经
过6个多月的修整，主副楼从屋顶到外
墙乃至走廊门窗都焕然一新；内部的
公共服务用房、老年人居室等也有了
新面貌。新河敬老院负责人说：“我们
在卫生间里安装了防滑、安全扶手，取
暖设备等，在房间里配置了呼叫装置
等照护专用设施设备，老人很满意。”

除改造硬件设施，区民政局同样
重视软件的提升。“我们依托市养老服
务行业协会崇明区办事处，组织院长
和护理员培训。去年共有 34 名院长
参加业务能力专题培训，400 多名护
理员参加养老护理理论和实操培训。
院长们通过集中学习、外出参观进一
步加强了管理能力，护理员在服务水
平、安全意识上有了较大提升。”

此外，区民政局还制定了《崇明区
养老机构考核管理实施方案》，完善
90 项考核指标、优化考核方式；委托
第三方专业机构到现场传授管理经验
和理念，帮助建立规章制度、服务标
准、工作流程等，助推崇明养老机构管
理水平和能力提升。

本报讯 日前，一项“崇明制造”
走出国门，取得了新加坡吉宝船厂
的 LNG 超低温气体双向传输装置

（LNG 泵塔）订单，这也意味着在这
一领域，我国实现了出口“零”的突
破。这项“崇明制造”来自落户于上
海长兴海洋装备产业园的上海东鼎
钢结构有限公司，国内唯一一家生
产 LNG泵塔的企业。

LNG 俗称液化天然气，在海上
运输过程中，被压缩成液体，储存
于-163℃的环境中，而 LNG泵塔就
是其中的核心。普通金属在这样的
超低温环境下，轻轻一碰就会碎裂，
但 LNG 泵塔必须“耐得住”极端低
温，并能承受船只航行时带来的晃

荡 、惯 性 等 影 响 。“ 毫 不 夸 张 地 说 ，
LNG 船就是一艘海上超级冷冻车，同
时也是一枚移动炸弹，不能有丝毫疏
漏，要确保百分之百安全。”东鼎公司
负责人洪德新说，LNG 泵塔其中的一
个生产环节，是要将纸一样薄的金属，
焊接成几万平方米的平面，且在这个
平面上，不能有一个漏点。

“因为建造难度高、精度要求高，
加上高技术壁垒，原来这项技术一直
掌握在欧美及日韩老牌造船企业手
中。”洪德新告诉记者，中国超级 LNG
船建造起步较晚，只有自力更生，在摸
索中不断前进。东鼎公司从零起步，
着手低温装置的研究和试制。这次
LNG 泵塔取得海外订单，实现了中国
LNG 核心配套设备出口零的突破，同
时也标志着这一产业链中，有了中国

的一席之地。
“从全球角度来看，由于对环

境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天然气的
需求量在不断增加，每年需求总量
约 3 亿吨，很大一部分需要船舶运
输。因此全球 LNG 运输船和 LNG
动力船每年有 60 余艘的订单，作
为其核心的 LNG 泵塔，按每船 4 个
计算，每年需要 200 多个，市场需求
很大。”洪德新说，东鼎公司正在设
计新的 LNG 配套车间厂房，在满
足国内市场的同时，重点关注海外
市场。

东鼎公司 2018 年 11 月从浦东
搬迁至长兴海洋装备产业园，在园
区支持帮助下努力转型，正逐步实
现“从陆地走向海洋”的梦想，进一
步打响上海制造、崇明制造品牌。

□ 记者 咸明

□ 记者 范立

LNG超低温气体双向传输装置获出口订单，实现这一领域零的突破

（下转6版）

这项“崇明制造”打破欧美垄断

□ 记者 顾益琴

□ 记者 咸明 摄影 周天舒

湄洲新村
新装了电梯

▲ 工人在检查LNG泵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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