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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基层女职工 创建“妈咪小屋”
浦东新区总工会女工委赴航头镇检查妈咪小屋建设
#& 月 !' 日 下 午 ， 浦 东 新 区
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兼
女工委主任刘京蕾赴航头镇实
地 验 收 ! 家“ 爱 心 妈 咪 小 屋 ”建
设。
根据浦东新区总工会关于关
爱基层女职工实事项目推进计划
文件精神，以爱心妈咪小屋建设
工作为着力点，航头镇总工会积
极响应助推计划。“妈咪小屋”是

切实解决基层单位中背奶妈妈烦
恼，更多元化地服务哺乳期等特
殊女职工的小屋，其基础功能定
位明确。
今年，航头镇工会通过前期的
排摸，再筹备、设计、选配和调整，
最终完成建设工作。此次选择建
设 ! 家小屋，分别选址于上海文
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岱美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这两个企

业女职工较多，分别为 ##) 人和
%&& 人。在筹建中，为使小屋的实
用度、美观度和空间布局等最大
化，镇工会通过签订专业的第三
方广告设计公司为 ! 家单位进行
量身定制，以上级要求的五星级
标准进行房间选择、设施配备和
室内布局。
刘主任一行对两家小屋进行
一一查看，并对小屋建设的总体设

计、内设配备及制度上墙的设计给
予充分肯定，强调小屋建设是关爱
特殊女职工的有力举措，也是更好
地服务基层女职工的重要载体，要
高度重视、不断优化。镇工会将结
合新区工会要求和基层工会需求，
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举
措、提升服务能效，让基层女职工
切切实实得到呵护，提高满意度。
姚伟艺

航头镇举办 2017年第二次安全生产实务培训
!"#$ 年第一次安全生产实务
培训于 % 月举办，并收到了良好
效果。为巩固并深化学习成果，
进
一步提高基层单位安全干部的知
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 月 !' 日，
航头镇安监所在文化中心剧场二
楼会议室继续组织举办 !&#$ 年
第二次安全生产实务培训。培训

为期一天。
镇安监所希望各位安全干部
继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学习
风貌，潜下心来，认真学习，积极
思考，并将所学充分运用到平时
的工作实践中，夯实安全生产知
识，提高安全管理业务能力。
安全专家冯老师主要从隐患

排查治理、职业健康和应急救援
管理等方面入手，具体讲解了隐
患排查的方法和标准、隐患排查
治理措施和系统、职业病危害因
素、预防职业病的一般要求、岗位
职业卫生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的
基本要求、应急体系的建立、用电
用气安全等具体内容。冯老师强

调，安全生产工作，领导责任是核
心，领导重视是关键，教育培训是
基础，长效机制是方向，综合治理
是途径。
来自村、居、社区工作站和镇
属公司，部分企业的安全干部和
安监所全体人员共 %& 余人参加了
吴媛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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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沪剧 《法之魂》
精彩亮相航头文化
中心舞台
#& 月 *& 日下午，由上海兰
博沪剧团带来的大型沪剧《法之
魂》在航头文化中心剧场闪亮登
场，吸引了大批沪剧爱好者前来
观看，
现场座无虚席。
《法之魂》根据眉户剧《家庭
公案》移植改编。上海兰博沪剧
团用文艺的形式向观众们充分
展现了“小家大义、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深刻内涵，曲折波澜
的剧情引发法治热议，精湛的演
技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
沪剧一直深受航头群众的
喜爱，这种专场形式的演出丰富
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使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优质的公
邵菁
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航头市场监管所开展
“食品安全溯源系统”
工作推进会
#& 月 !& 日，航头市场监督
管理所在航头镇文化中心召开大
中型餐饮单位及食堂食品溯源系
统工作推进会议，共有 '& 余名食
品安全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航头市场监督管理所
相关工作人员向与会人员讲解
了《食品安全法》中追溯条款的
要求和使用食品安全追溯信息
系统的背景和意义。做好溯源工
作，是落实食品安全法相关要
求，充分利用互联网(等高科技
手段可以有效实施食品安全监
管。工作人员还对大中型餐饮单
位和学校食堂推进食品安全追
溯管理系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答疑解惑，并指导餐饮企
业如何进行信息追溯数据录入，
督促企业不断提高追溯信息备
案质量，建立健全追溯信息申报
制度。
下一步，航头市场监督管理
所将继续加大此项工作的推进力
度，组织辖区餐饮单位负责人到
试点单位参观学习，通过示范点
的带动作用推进追溯系统的全面
沈惠惠
推广使用。

#& 月 !' 日 上 午 ，
鹤沙航城老年 人 日 间 照
护中心迎来了一群可爱的学
龄前小朋友，小朋友给老人带
来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并送上重
阳糕，和老人们一起欢度重阳
节。
“障碍跑”，
“老少齐套圈”
等活动让“老小孩”们乐
在其中。 吴晓红

老少同乐 共度重阳

为弘扬尊老爱老
的传统美德，维护老年
人合法权益，今年的重
阳节，航头司法所举办
了一系列关爱老人的
活动。每月第三周周五
的法治公益集市在鹤
沙航城火热开集。围绕
着“老年人维权”的 话
题，开展各类法律咨询
活动，重点围绕老年人
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
实的赡养、继承、住 房
等问题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同时结合案例，
向前来咨询的老年人
讲解老年人依法享有
的权益、如何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如何防止
上当受骗等内容。活动
中，还发放了《老年 人
权 益 保 护》 等 法 律 书
籍，让老年人了解日常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切
实增强了老年人遵法
守 法 、依 法 维 权 的 意
识。
在鹤鸣居委，航头司法所会
同社建办、周浦医院、农商银行
等单位，及理发师、磨刀师傅等
各行业志愿者开展了敬老便民
活动，为老年人提供法律咨询、
量血压、理发、磨剪刀等各种便
民服务，为社区老年居民送上了
特殊的重阳节大礼。在法律咨询
台前，居民们兴致盎然地询问关
于老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知识。
活动中，共发放法律书籍 '& 余
本，宣传品 #&& 余份。
在沉香居委二街坊社区治理
学校，
开展了法治沙龙 老年人普
法专题讲座。此次法治沙龙活动，
邀请了
“法航律师团”
刘悦律师主
讲，为老年朋友们讲解老年人权
益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生动的
案例和解析，
吸引了沉香居委、沉
香二社区、昱星、昱丽、南馨等附
近社区 '& 余名老年朋友参加。讲
座后，还安排了咨询服务互动环
节，为老年人解答实际法律问题。
老年朋友们纷纷表示，参加这样
的沙龙活动，让自己增长了法律
知识，
了解了维权之道，能更好地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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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苦思甜，
四十载农村沧桑变化
党建专栏
!&#$ 年，这是特殊的一年，不仅仅是 %&
后的我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本命年，还因
为，党的十九大即将在北京召开。
*& 年前，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和那
些上班的大人一样，骑着自行车，沿着农村
小路到镇上的学校上学，来回就要一个多小
时，那时候的我们，最怕的就是下雨天，雨天
泥泞的道路掀起湿湿的泥土卡在车轮里，却
卡不住我们求学的心。后来，农村里一些富
裕的家庭纷纷在镇上买了商品房，离开了农
村，
农村，
似乎被遗弃了。
然而，变化总是在不经意中。步入 !# 世
纪，外出求学工作的我，偶尔一次回家，曾经
的土路、煤渣路，变成了水泥路，有些甚至浇
上了柏油，农村的生活垃圾和污水开始集中
处理。曾经离开农村的人们也一个接一个的
回来了，村落中，渐渐冒出一些红砖红瓦的
洋气小楼房。

海桥村党总支部 施文学

那一年，家里翻建房屋，需要把旧房拆
除，一边拆，一边听奶奶给我们讲述老房子
的历史。那是上世纪 $& 年代，当时灰蓝色的
土砖头，都是爷爷领着父亲他们几个兄弟，
拉着两辆人力车的柴禾去砖厂换来的，哪像
现在，红砖红瓦钢筋水泥。而作为老南汇人，
说起 $& 年代，老一辈的人都有个共同的话
题，就是开挖大治河，每次和一些老前辈谈
起这条河，总是感慨万千，滔滔不绝。当年，
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都是全身心的都投
入到这场大工程中去，用他们一滴一滴的汗
水，挖出了这条连接黄浦江和东海的大运
河。现如今，这条运河上的大治河桥，已成为
我们出行的必经之处。
!&&+ 年，经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和南
汇区合并，成为新的浦东新区。新的浦东昭
示着新的变化，村村通公交开到了家门口，
林海公路开通，
#, 号线地铁开通，
#% 号线地

铁建成就在眼前，我们进入市区更加便捷，
虹桥机场、浦东机场、火车站，转瞬即至。)网络全覆盖。最近，大治河这条家门口的大
运河，
更是迎来了新一轮的改变。作为 %& 后
的我，没有经历大治河的诞生，但却可以有
幸亲眼见证大治河的变化，大芦线工程，大
治河生态廊道工程，正把大治河两岸变成我
们休闲、
休憩、
健身的自然场所。
农村，不再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家家户
户买上了小汽车，晚上，到处是纳凉散步的
大叔大婶，各类文化活动丰富了业余生活，
农村社区管理网络进一步健全。不同于曾经
重点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工作思路，现在
的农村，追求的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
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
村，曾经污染环境的企业，拆除的拆除，搬迁
的搬迁，弹指一挥间，三十年前的田园风光、
新世纪的基础设施，美丽乡村换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