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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日
前召开的本区国资国企党建工作
例会提出，!"#$ 年党建工作核心
是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做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以此促进国企发展。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王醇晨在
讲话中指出，要发挥国资国企在区
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助推
创新转型发展，建立健全制度建

设，规范运行，加快优秀年轻干部
的培养，加强企业专业人才的教
育、培养和扶持力度，发挥党组织
优势，促进企业中心工作。

据介绍，本区国资国企在党
建工作中坚持规范制度，夯实基
层组织建设，培育和弘扬身边的
典型，以区域化党建的理念和方
法拓宽思路，注重把企业独特优
势和经营管理结合，转化成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
会议提出，!%&$ 年的国资国

企党建工作要把党组织建设与企
业经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党建
工作中写好三篇文章：转型升级中
的管理提升，反腐倡廉的工作机
制，人才培养和干部队伍建设。

十余家国资企业党组织交流
了今年党建工作特色，提出了
!%&$年进一步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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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姚丽敏）“双
##”刚过，你是不是还在为自己手慢
了没有抢到心仪的宝贝而懊恼？不
过有件新鲜事可以让你感到宽慰乃
惊奇：今年漕河泾社区学校电脑班
的老年学员们也加入了“双 ##”淘
宝的行列，“双 ##”不再是年轻人的
主战场，以后电商又多了一批给力
的“生力军”。
“今天我们已经在上第三节电子

购物的课了，前两次我们已经学会
了在一号店、京东注册买东西，今年
小于老师教我们使用支付宝，现在
我们可以自己在淘宝上买东西，不
用再看小囡的‘脸色’了。”叶阿姨是
漕河泾社区学校的老学员了，从
!%%$ 年起就每年报名参加社区学
校的各类课程，起初以手工、烹饪为
主。去年开始，叶阿姨参加了电脑
班，“小于老师教我们从返利网再进
到其他网站买东西，这样子可以有
返还的积分，下次还可以抵扣用，等
于又省了一笔钱。等电子购物学完
以后，我们还要学着自己在网上预
约医院专家门诊，学自己修照片，今
年的电脑班真好，我们需要什么，老
师就教什么。”
社区学校教授电脑高级班的于

老师解释说，之前社区学校的电脑
班都放在东方信息苑上课，由于场
地和机器都属于对方，许多教学软
件就无法自主安装，限制了课程的
发展。今年 #%月，社区学校的“云教
室”终于建好了，现在想学什么由学
生们说了算。“第一节课教了他们发
邮件，给他们留了回家作业，让他们
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自己会什么，
想学些什么。像电子购物、网上预约
这些都是对老年人生活非常实用的
技能，以前都要靠子女来帮他们操
作，子女上班忙得难免顾不上。”于
老师说道：“现在的课程就是根据大
多数学生的需求来设计的，老年人
用网上银行可能还是有顾虑，但是
一号店那些可以货到付款的网店，
他们还是很喜欢的，前几天还有阿
姨从一号店买了牛排。”
据了解，于老师口中的“云教

室”是今年市政府实事项目的成果。
作为“社区老年学校能力提升项目”
的实施对象，在上海市教委、漕河泾
街道的支持下，总计投入经费近
!%%万元在漕河泾社区（老年）学校
改建而成。“漕河泾有非常好的数字
化基础，早在 )年前，街道就出资将
#%%%兆的光缆直通 '%个居委。我

们有自己的社区教育门户网站，会
及时更新一些社区学校的课件，哪
怕不是我们的学员，只要登录网站
你也可以下载课件进行自学。”漕河
泾社区学校校长徐雷说道，“今年整
个社区学校还做到了 *+,+全覆盖，
学校新接入的移动通讯‘推送’平
台，能够及时将学校课程和社区文
化中心活动信息发送到学员手机。
‘云教室’启用后，部分课程将通过
-—./011数字化教学平台的网络传
输，与漕河泾街道下辖 '%个居委教
学点视频对接，实现课程同步共享。

简单地说，有些课程你可以直接在
居委会学习，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
视频直接向老师提问，真正将社区
学校延伸到居民的家门口。”

改建后的漕河泾社区学校，新
增教学面积 )&23$平方米，增添了
无线投影仪、+456、数码摄像机等
诸多设备以及“数码中心学习室”
“数码烹饪教室”“数码录编播教室”
三大功能教室。目前“数码西点、智
能体验”! 大类课程 7 个课目正在
进行试点，预计在明年的春季班推
出部分全新课程。“我们现在已经开

始着手请徐职高的烹饪老师将西点
制作录制成电子书的形式，今后学
生上课主要以 +456 课件为主，边
看视频边跟着进行操作，遇到问题
再请教老师。”徐雷说道：“像 +456

的 #7%多个软件的应用，周边的白
领听了也很感兴趣，提出能不能在
中午休息时间开课，我们也计划尝
试根据他们的需求午间开设‘微课
堂’，一节课上 !%分钟，教会一个应
用软件。总之，大家想学什么，我们
教什么；大家想怎么学，我们想办法
配合大家的需求。”

漕河泾实施“云教室”“微课堂”

居民网购“生力军”羡得白领“跟着学”

! !一年一度被草根一族追捧的网
络购物狂欢节———双 ##活动，今年
又一次刷新了记录，成为徐家汇商
城史上最火爆的一天。筹备多有时
日的徐家汇网上商城（***389:3
;<=）大型活动“星辰战役，双 ##选
对你的主战场”在 ##月 ##日正式
登场。徐家汇电商公司在各主流电
商平台开设的“徐家汇商城旗舰店”
全程参与双 ##购物狂欢节活动。
自开市起在短短三小时的时间

里，徐家汇网上商城的订单数就突
破了 !%%%单。徐家汇商圈双十一活
动当天线上线下总体销售收入同比
翻一番。

徐家汇商城集团董事长喻月
明、徐家汇商城电商公司董事长郭
志鹏也与全体员工一起参与到了双
##活动的预演中。在 ##日零时至
#!日零时的 !$小时当中，平日里
在办公室运筹帷幄的领导们也直接
到岗拣货打包，现场指挥协调，做好
后勤保障服务，体现出徐家汇商城
电商公司业务团队凝聚力和驾驭复
杂局面的应对能力。
徐家汇电商公司为接受网络购

物狂欢节———双 ##活动首次大考，
精心挑选增加了 )%%%余件货品分
别在主站和旗舰店上架促销。汹涌
的购物浪潮和爆款商品的热卖，还
是让电商公司买手团队感到惊讶，
早晨九点刚过，便分头向供应商紧
急调拨商品，以满足顾客需求。

##月 ##日凌晨零点许徐家汇
网上商城开市的锣声余音未息，远
在湖南和江苏的顾客便先后捷足先
登，在徐家汇网上商城下了订单。零
分三十四秒家住本市闸北区一名心
急火燎的顾客就把本市第一张订单
提报给了徐家汇网上商城，至此徐
家汇网上商城网络购物节热潮汹涌
到来。远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
边远省份的订单亦纷至沓来。据初
步统计，参与本次活动的消费者本
地市民仅占 #73%>!，为“上海的徐
家汇”走向“全国的徐家汇”作了给
力的诠释。

双 &&活动的重头戏是大众途
观车无底线降价竞购活动，上午 &"

点大众热门车型“途观”降价竞购准
时开启，不料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有
备而来的网民拿下第一辆车。
面对电子商务爆发性增长的浪

潮，徐家汇商城集团线下传统百货
零售业，一改往日沉稳做派，拍案而
起，积极呼应徐家汇网上商城的购
物节大营销活动。开展优势资源集
合，线上线下联动营销促销。双 &&

活动期间，延续着十余年的徐家汇
商圈错位经营、结伴营销、适度竞争
的特色，纷纷推出与之匹配的活动，
在汇金百货、太平洋百货等徐家汇
商圈著名商厦的推动下，徐家汇网
上商城 ?!? 创新模式在参与第一
个网络购物节活动的大考中，就给
人以刮目相看的惊喜。 丁晓伊

徐家汇商圈首迎“双11”大考
电商发力助推O2O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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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慧兰）
&&月 >日，

由区政府组织的“华滨、华沁家园
‘群租’专项整治行动”正式打响，有
关区领导现场督导，整治华滨、华
沁家园小区群租 &7 套（华滨家园
7套，华沁家园 &"套），拆除群租房
违法分隔房屋 ((间，有力打击并震
慑了小区群租房现象，也赢得了广

大居民认同。
伴随整治行动，汇成集团多管

齐下，具体实施，并将强化公司物
业管理，制定群租整治后续管理办
法和措施，加大整治后管理和巡
查力度，增加技防设施，加大人防
力量，使“群租”现象不出现死灰
复燃。

我区专项整治华滨华沁家园“群租”
“汇成”制定后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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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姚丽敏）
&&月

(日，作为本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首个服务于青年群体的一站式就
业创业平台———“徐汇区青年乐业
起点”正式揭牌并开启体验之旅。
“由于是为青年群体服务，所以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合他们的‘眼
缘’。”徐汇南站职介所叶莎介绍道。

据了解，“青年乐业起点”在场
馆建设、项目设计、运作制度三方
面均充分考虑到青年朝气、活力、
个性化的特点，改变以往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面向所有劳动年龄人群
的服务模式，从服务功能设置，到
服务环境营造，均以青春、灵动、展
望为元素，力图打造成为一个适合
青年人口味的聚集地。其服务对象
以 &7至 ')周岁青年人为主，功能
设置一台三区十大项目，即：服务
总台、自助服务区、专业服务区、主
题活动区。项目包括职业展示、测
评中心、职业指导、培训沙龙、创业
之家等。区人社局以购买服务的方
式，引进专门的网络平台为初入职
场的青年人进行职业素质测评，并
邀请专业的团队提供心理咨询服
务。叶莎说道：“我们目前已经有
$!家合作企业，这些企业一方面

为我们提供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企
业的 @A 也会参与到我们这个平
台来，包括我们的模拟面试，就会
有 @A的加入。”
“青年乐业起点”所提供的包

括一对一、面对面的个性化职业指
导专家服务，以及各类体验式、互

动式的职业指导讲座、拓展培训等
活动都是公益免费的。“青年乐业
起点”采取会员制度，以会员卡形式
发放给青年，会员遵守青年乐业起
点章程，体验各项服务，同时采用微
信等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及时
向会员推送就业创业服务信息。

徐汇首建青年一站式就业创业平台

! ! ! ! &>('年B斗牛士创办人林俊龙
先生在其大学时代，就开始了他的
打工生涯。当时的林俊龙就读于文
化大学，由于学校地理位置邻近台
北士林夜市，于是他开始在夜市里
摆起了摊子，卖起了牛排。当时的
摊子并未取名，因此许多慕名而来
的顾客，不知道如何寻找这间店，
熟客中便有人热心帮忙取店名，最
后象征智慧、优雅、力量、积极向上
的西班牙形象“斗牛士”雀屏中选。

#>($年，林俊龙筹措了资金、
成立了第一间斗牛士牛排餐厅，创

业过程中虽然屡遭艰辛，但丝毫不
减林俊龙对食材质量的坚持与对
待客人的热情，发展至今日，斗牛
士在台湾已达近 7%家分店。

林明宗董事长出身斗牛士基
层，并成为承接企业拓展重任的第
二代接班骨干，#>>> 年集团委以
重任，肩负西进市场的使命，进入
大陆市场的前哨站———上海。

目前斗牛士集团在大陆已站
稳脚跟并迅速发展中。在上海，斗
牛士已经成为一餐饮名牌；在全国
各地，斗牛士已发展成为近百家餐

饮连锁规模。
然而，斗牛士并不停止前进，

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下，不断地革新
与改变才是生存的原则。在 !%##

年，斗牛士提出一个全新的服务观
念：“个客化 @型服务”，将每位顾
客视为唯一个体，为顾客打造量定
做的服务，希望每个顾客都可以得
到令其感动的用餐经验。

美味的食物，用心的服务，超
值的享受是成就斗牛士的不二法
门，在未来，斗牛士期盼可以成为
全中国最知名的餐饮连锁企业，更
希望跃升世界餐饮舞台的前列，与
全球各地的人分享来自斗牛士的
美食与幸福。 邰尚

餐饮名牌“斗牛士”

! ! ! ! ##月 7日，徐汇质监局邀请社区群众代表 '%余人走进质检院，
参观质量教育实践活动基地。参观结束后，居民代表纷纷表示通过参
观发现质监工作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工作任务很重，也为居民的食
品安全和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做了大量工作，希望区质监局继续为老百
姓把好产品质量安全关。 于凯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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