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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公共服务延伸到
“家门口”
近日，从浦东新区地区工作党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强调

是单一的、局部的短期行为；
“行业

基本服务项目清单》等制度性文件，

邮箱!

委获悉：新区将在各村居建立综合
服务站，形成一个村居层面的“家门

“宜居”两字。一个城市倘要真正兑
现“宜居”
，不仅在宏观上要有一个

性协调”所实施的公共服务虽说有
面广量大的特点，
但难以持久，且操

为街镇、村居的实际操作提供了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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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已确定陆家

日臻完善的城市规划蓝图，更要在

作欠规范化；唯有“制度性处置”才

嘴街道、浦兴路街道、川沙新镇、书
院镇为试点街镇，明年再扩大试点

微观上把诸如环境综合治理、美丽
乡村建设等工作在村居层面落实，

能将公共服务做强做实。
新区时下所建设的村居层面

象，并涉及千家万户。作为市民的集
聚地，村居堪为社会治理的“末梢”，

厦
门
银
行
上
海
嘉
定
支
行
开
业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日前正式开业。该支行位
于嘉定区裕民南路 68弄
1号大融城内，地处嘉定
区马陆镇，系厦门国际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在沪开设的第十五家
同城支行，预示着该行业
务辐射范围实现进一步
向上海西北面、中心城区
以外的人口导入区域延
伸。厦门国际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助理
总经理杜俏缇女士在开
业典礼上表示，嘉定支
行 诞 生 在 2017年 银 行
推进转型转轨升级、改革
创新发展的重要阶段，嘉
定支行作为一家全新支
行，
将更加注重防范各类
风险，
在依法合规的前提
下，
为银行业务发展提供
能量，为区域经济发展贡
唐慧珊
献力量。

公共服务关乎一个城市的形

范围，此后全面推开，到 2019年底

它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新模

“家门口”服务体系正是实现了公共

可以说，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是成

实现全区覆盖。这一公共服务体系
包括党群、政务、生活、法律、健康、

式。浦东新区居民将享受到“生活小
事不出村居、
教育服务就在身边”的

服务由“行业性协调”逐渐向“制度
性处置”的转变。根据初步形成的

正比例的，两者将同步发展，相得益
彰。恰如新区地区工委负责人所说：

文化等 7大类服务，把公共服务延

“家门口”服务，如是，
“宜居”城市离

“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建立村居层面‘家门口’服务体系，

伸到了
“家门口”
。

咱也就不远了。

村居综合服务站提供的 7大类基

将各类服务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是

公共服务是 21世纪公共行政
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它以合作
为基础，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
民的权利。

现代行政管理学认为，公共服
务大致有递进式的三种方式，即：单
项性实施、行业性协调和制度性处
置。“单项性实施”
的公共服务往往

本服务功能都有为民负责机制，以
保障服务效果。由浦东新区地区工
委牵头形成的 《村居综合服务站条
线下沉资源清单》
《村居综合服务站

为了进一步推动新区社会治理的重
心下沉到村居，服务群众、方便群
众，在提升群众满意度获得感上持
沈栖
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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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顶级橱柜亮相上海厨卫展
近日，
Mei
nSt
udi
o美松利携欧洲三大顶级橱
柜品牌闪耀亮相第 22届中国国际厨房、卫浴设施
展览会。美松利以
“精益求精”作为品牌及公司的
理念，
不断为消费者提供称心而与众不同的产品。
欧洲三大顶级橱柜分别是：德国顶级橱柜品牌

品牌概念，结合创新元素将矢志不渝地追求完美
与品质。AROSAMOBI
LI
A是欧洲顶级橱柜品牌
之一，致力于打造细节独特，个性化的空间，让厨
房成为家 庭 的核心。法国殿堂级厨电品牌 LA
CORNUE，始于 1908年，经历时代进步及蜕变将

WARENDORF
（瓦伦多夫），始于 1973年的厨房
生活的引领者，带有双皇冠及钛金属颜色标识的

传奇与现代风格完美结合。并在位于建国西路 238
号的美松利旗舰店举办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临港致力于打造海上未来城
""
"第三届上海临港海洋节开幕

JOY空气净化机登陆第三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
近日，瑞典专业空气净化机品牌 Bl
ueai
r
（布鲁雅尔） 新品 JOY空气净化机正式登陆
中国市场，并在第三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
上与媒体及消费者正式见面。拥有超高颜值

的五色空气净化机 JOY倡导“乐活自主、年
轻自我”的生活理念，兼具品质保证与时尚设
计，为追求质感生活的消费者提供更洁净更
健康的室内空气的同时，注入新的活力。

古美居民享受社区“品质福利”
近日，随着 2017年上海海洋论坛在滴水
湖畔举办，
第三届临港海洋节拉开帷幕。
临港地区地处东海之滨，具有独特、
丰富
的海洋资源和海洋特色，是面向未来的现代
化滨海城市。为彰显城市海洋特色，
上海市海
洋局、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
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第三届上海临港
海洋节，
从 6月 8日上海市纪念
“世界海洋日
暨全国海洋宣传日”
及 2017年上海海洋论坛

最近，
住在闵行区平阳一村李奶奶一到吃
饭时间就往小区门口走，
因为附近新开了一家
社区食堂，
不仅样式多，味道也不错，
价格也合
适。对于经常一个人吃饭的她来说，
社区食堂

右，中央厨房则 1000平方米。
值得一提的是，社区食堂除了提供居民用
餐，还将在就餐错峰期发挥社区活动场地功

真是解决了她的大问题。
李奶奶常去的食堂是古美社区食堂平阳
店，这是古美路街道和上海博风企业集团合作
的品质社区项目之一。近日，双方签订了合作

活动。

协议，全面推进智慧养老、健康保健、社区食
堂、智慧旅游、爱翼 WI
FI等一站式社区服务
项目，预计用 3年的时间打造古美品质社区标
杆，建立起符合古美的社区服务新模式。

开始，
至 7月 11日中国航海日结束。
节日期间，临港地区将开展以“拥抱海

能，定期开展公益讲堂、文娱活动等健康养生

线上线下结合实现智慧养老
古美以居住型小区为主，老年人也比较
多，
因而品质社区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为老服
务。根据方案，
将建立两级政府管理平台以及
“智能终端 +服务平台 +服务资源”的信息一
体化养老服务模式。
2016年，古美莲花老年公寓试行了智能

食堂讲堂通用丰富服务内涵
洋，走向未来”为主题的五大系列活动，包含
海洋产业、海洋科技、海洋科普、海洋文化及

据介绍，品质社区项目关注的是养老、健

海洋美食等内容。6月 8日至 18日第一届海
昌海洋风车节举行，
100000只风车与极地动

新兴经济与专业性海洋产业园区为两翼的具
有临港特色的产业发展体系。根据建设全球

物在临港西岛与游客相会；每周六的海洋主
题电影公益展播为你打开临港的夏夜。中国
航海博物馆将举办 《丝绸之路上的印度洋区
域文明》学术系列报告，
赏船季主题活动及航
海主题亲子活动也将同期开展。滴水湖海鲜
美食生活节、海洋诗会、滴水湖帆船赛、清洁
海滩等系列文体、
公益活动同步举行。
结合海洋资源和产业特色，临港地区加
快推进海洋产业发展，已经形成了以海洋高
端装备、
海洋高端制造业为主导、
海洋战略性

影响力科创中心主体承载区的目标，今后临
港地区将打造以深海技术、海洋观测、船舶关
键技术、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的先进产
业链，
海洋设备、
资源开发利用的产业聚集区
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科技研究集聚区。
海洋节期间，第一届上海海洋智能装备高峰
论坛及第一届无人海洋装备展览会、第二届
水下机器人大赛也将分别举行，定深竞速、定
向航行、水下目标物搜寻及抓取等竞赛项目
将轮番上演。

健康检测设备，
效果不错。今后，
街道将与第三
方密切合作，为有需求的老人配备智能设备。

康等生活服务领域，重在提升居民生活的内在
质量。社区食堂是项目之一，将从街道“五位一

该设备将自动采集的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养
老服务平台，老人子女可通过手机 APP实时

体”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出发，建设 1个中央

查看健康状况，
掌握老人最新动向。

厨房带动 6个片区的社区食堂，以点带面地辐
射社区百姓，满足街道居民、附近上班族的餐
饮需求。
平阳路社区食堂本身不算太大，400平方
米不到，但设施、服务都比较到位，价格也亲

对于居家养老的长者，将从健康管理入
手，通过便携式智能云健康体检一体机，采集
老人健康数据，形成有针对性的健康管理建
议，实现从关注病到关注人的转变。据博风集
团有关人士介绍，未来智能居家养老项目将

民，大荤 10元、小荤 6元、素菜 3元，试营业
一周就得到了周围居民的认可。今后，古美拟
建设万源、古美、平南、东兰、平吉等 5个片区
的社区食堂，面积基本上保持 400平方米左

积极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合作，助力家
庭医生更好地为居家老人的健康管理保驾护
航。
陈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