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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1
年 起 ，普 陀
区以台门社

区为试点，推行“5+X”幸福家
庭积分制管理体系，把参与家
庭积分制管理，作为基层社会
治理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和落脚
点。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
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
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
明。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
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观
念，忠诚、责任、亲情、学习、公
益的理念都需要承载于“家”这
个容器当中。每个社会个体都
是在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
温暖、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
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要让家庭文明建设见人见
事、落地生根，就需要结合基层
实际和百姓需求科学设计创建

载体，建立起群众能接受、喜参
与、有实效的评价体系。普陀
区推行的“5+X”幸福家庭积分
制管理体系从公益服务、素质
提升、和亲睦邻、文明守法四个
方面，将积分制细化到家庭管
理与基层治理的细微之处，以
积分换相对应的奖励品，让群
众对自身行为有了一个可量化
的考量。同时依托社区“家庭
超市”进行积分兑换，无形中在
社区这个小型的“熟人社会”树
立起了一个隐形红榜，谁家的
积分多谁家就更光荣。物质与
精神的双重鼓励更能激发群众
的参与热情。

家庭文明建设不仅是家庭
和谐的内在动力，也是社会基
层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家和方
能万事兴，只有让文明之风氤
氲每个家庭，才能凝聚起整个
社会向上向善向前的正能量。

家和万事兴
□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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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
员 翁盈昌）每天上午，家住沈家门
中兴社区的谢阿伯都会来到社区
老年活动室。自从这个由退休职
工活动场地改造而成的老年活动
室开放后，来此下下棋、看看书或
是聊会儿天，是他和社区里很多老
人每天主要的娱乐安排。对于活
动室的环境，谢阿伯表示：“这里干
净亮堂又舒适，好足嘞！”

在中兴社区老年活动室，记者
看到，这里设立了阅览室、书画室、
电教室，相应的配套设施俱全。“我
们社区老年住户多，需要有一个可

以满足精神需求的活动场所。”该
社区工作人员说，去年从舟渔公司
接手了这个场地后，从硬件和软件
两方面，进行了提升改造。“活动室
的日常运作，主要由社区里的老党
员和热心居民负责，接下来还将继
续完善相应设施，提供更贴心的服
务。”

提升改造老年活动室、实施棚
户区改造……沈家门街道在推进
城市有机更新中，加快民生实事项
目建设，着力解决影响生活质量的
诸多短板问题，努力为群众打造高
品质的生活空间。

近几年，老旧小区改造步伐
不断加快，一批批深受房屋基础
设施老化之苦的居民乔迁新居，
有了更好的居住条件。从小在石

弄小区长大的芮舟立，对此颇有
感触。

“石弄小区的房屋都是建于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面积较小，还存
在安全隐患，排水系统老化、相关
设施陈旧的问题。”在芮舟立的记
忆里，以前每逢梅雨季或是台风
天，小区会不同程度出现房屋漏
水、道路积水的现象。

去年，石弄小区及发达路地
块危旧住宅征收改造工作启动，
芮舟立父母所住的房子列入了征
收改造范围，他也很快做通了老
人的思想工作，同意拆迁。“家里
老人用拆迁款另外买了房子，仍
然住在沈家门，环境比以前好多
了，我们心里也踏实。”芮舟立说，
还有很多老街坊的安置房选择在

了正在建设中的夏新未来社区。
据了解，这个总建筑面积约52万
平方米的社区，建成后可容纳近
万人生活起居，在邻里、教育、医
疗等方面引入数字化管理模式，
居民可足不出户享受到居家康养、
远程教育等高端服务。

“下一步，我们还将以沈家门
渔港为核心，打造滨港路、鲁家峙
北岸‘一港两岸’景观带，串联半升
洞、舟山国际水产城、沈家门客运
站、鲁家峙岛，建设高品质滨海旅
游区、高端休闲区、精品商业区、文
化体验区，为群众打造更高质量的
生活品质，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
基础。”对于如何进一步打造高品
质的城市生活空间，沈家门街道相
关负责人说。

沈家门加快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普惠群众

环境更优美 生活更舒心 服务更贴心

本报讯（记者 郭杰 通讯员
李彦谊）“智汇普陀，筑梦蓝海”
“在普陀，遇见逐梦的你”“加快打
造新时代海洋特色人才港”……
昨晚，普陀大剧院、东港凯虹广场
等建筑物幕墙上，灯光璀璨，一条
条人才标语分外醒目。这是普陀
人才专享周系列活动之一的人才
灯光秀。

6月23日至29日，我区将通过
“线上+线下”形式，组织开展人才
影视厅、人才创业集市、人才共富
行等一系列“致敬人才、服务人才、
激发人才”活动，在全区范围内营
造重才爱才敬才的浓厚氛围，助力

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人才新高地。
活动面向各领域的在普人才，活动
包含免费观影、人才交流、家庭亲
子活动等内容，旨在让人才切实感
受到普陀良好的创业发展环境。

据悉，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区
人才资源总量超8万人，累计引进
“高精尖”人才80人，累计引进高校
毕业生13149人，累计建成院士（专
家）工作站13家，博士后工作站3
家，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实现全
覆盖。未来，我区将持续深入推动
人才引育工作，为全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
智力支持。

助力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人才新高地

普陀人才专享周活动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胡晓 通讯员 缪
筱 戴豪奇）近日，登步岛鸡蛏线，公
路养护人员正在加紧为这条全长
5.17公里的公路铺设沥青路面。该
段路线原为水泥路面，且年久失修，
破损严重，此次我区投入500万元实
施维修，对路面进行“白改黑”，这也

是本月启动的全区年度农村公路大
中修工程的首个子项目。

据悉，本年度农村公路大中修
工程涉及本岛、六横、桃花、虾峙、
登步，共5条县道、18条村道，维修
里程达23.164公里，总投资2163万
元，所有工程计划10月底完工。

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启动
涉及5条县道18条村道，维修里程超23公里

本报讯（记者 杨翼荣）近日，
位于普陀展茅海洋生态创新谷的
正山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二期
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作为全市首
个省级未来工厂，该项目总投资
1.2亿元，预计明年5月建成，投运
后预计新增年销售额1.8亿元。

同样在创新谷内，万洋众创城
项目也在热火朝天建设中。据悉，
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项目一期已
交付投产，二期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5%，计划今年年底交付投产。

抓项目、促投资是实现经济工

作稳进提质的“牛鼻子”。今年来，
我区以扩投资优结构攻坚行动为
抓手，成立工作专班，围绕投资总
量目标、投资结构目标、重点项目
目标、招大引强目标等四大攻坚目
标，全面落实重大项目谋划、重大
项目招引、重大项目建设、要素资
源保障等重点举措，全力扩大有效
投资，统筹协调推进全区重大项目
建设，取得良好效果。

固定资产投资攻坚方面，1月
至5月，区本级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0.54亿元，同比增长14.8%。从

重点投资结构指标分析，1月至5
月，民间项目投资、交通投资、生态
环保和公共设施投资、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增速明显。

重大项目攻坚方面，1月至5
月，28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9.5亿 元 ，完 成 年 度 计 划 的
55.3%。预计到本月底，28个省市
重点项目可完成投资22.85亿元，
完成年度计划的65%。

“下阶段，我们将紧盯半年度
既定目标，持续发力，全力攻坚固
定资产投资‘半年红’。”区扩投资

优结构攻坚行动专班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强化重点项目攻坚，
按照年初制定的实施方案和项目
攻坚清单，推进72个重点项目，全
年完成投资70亿元以上，其中，省
市重点项目投资35亿元以上。同
时，进一步提升立项项目开工率。
针对已开工项目，及时通过在线平
台报送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
竣工等基本信息；针对立项后一年
内未有进展的项目，要求项目单位
及时申请注销；加快各项审批手续
办理，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

我区实施扩投资优结构攻坚行动
1月至5月，28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9.5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5.3%，

区本级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0.54亿元，同比增长14.8%

本报讯（记者 胡晓 徐丽佳
王梦倩 程星星）记者从区疾控中
心了解到，我区正全力推进60周
岁以上人群疫苗接种工作。截至
6月22日，全区60周岁以上人群
疫苗接种覆盖率达89.38%，80周
岁以上人群疫苗接种覆盖率达

66.67%。“目前，老年人群疫苗接种
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区疾控中
心相关负责人说。

近段时间以来，我区各地不断
优化服务措施，设立老年人接种绿
色通道、老年人接种专场、临时接
种点，对于行动不便的人群，采取
上门服务和主动提供志愿服务等
措施，提高老年人接种便捷性。

展茅街道配合医护人员对10
位80周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提
供了上门接种服务，并做好后续身

体健康观察。“我们再次对疫苗接
种清单进行了全面梳理，并上门了
解老人的接种意愿。”展茅街道社
会事务服务管理办主任王年红说，
梳理中发现有不少老人有疫苗接
种的意愿，但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前
往接种点接种。为此，工作人员在
掌握老人身体条件的前提下，做好
信息统计工作并完成上报，由区级
部门统一安排为老人接种。

东港街道认真做好疫苗接种
的宣传动员、组织引导、人员摸排

登记等相关工作。前期，街道通过
电话联系、微信群发送通知等方
式，积极开展疫苗接种宣传工作，
重点抓好疫苗加强针接种及60周
岁以上人群第一针接种工作。此
外，医护人员多次赴相关村（社
区）、养老机构开展疫苗接种工
作。目前，街道已完成60周岁及
以上人群排摸工作，掌握具体接种
信息、未接种详细原因及健康状
况，以便后续更好地开展接种工
作。

老年群体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加快推进
截至6月22日，60周岁以上人群疫苗接种覆盖率达89.38%，80周岁以上人

群疫苗接种覆盖率达66.67%

海上应急演练
检验实战能力

昨天下午，六横举行海
上综合应急演练，模拟了散
货船在六横金润石油2号泊
位加油作业过程中，加油管
突然破裂，造成附近海面污
染，岸上起火的现场。处置
过程中，现场指挥部第一时
间协调指挥相关船舶、专业
清污队伍，开展应急清污、
消防监护、人员救助等。本
次演练出动各类船艇 12
艘，150人参与应急处置。

（通讯员 陈诗逸 盛锡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