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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区
国资委党委书记刘申生表示，受国家宏
观调控市场需求减缓的影响，企业经营
压力加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国企如何发
展，国有资产如何实现保值增值，国资系
统肩负着重大的任务，要通过教育实践
活动，进一步增强国资系统领导干部工
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充分发挥
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独特优势，激发国资
系统党群干部的“正能量”，提振精气神，
拧成一股力，攻坚克难，以作风建设汇聚
起推动徐汇国资国企发展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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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己简朴节约 对人慷慨解囊
三养女履行张广蕙夫妇生前承诺捐款26万元

! ! ! !

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社
区志愿者工作要融入到民生、社会
事业、城区管理中去。”这是徐家汇
街道开展志愿者服务工作的一项
重要思路，多年来，街道通过社区
志愿服务中心、区域社会责任联盟
单位、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共同构
建“邻里守望”之网。中央文明办日
前到徐家汇调研时对志愿者工作
表示肯定。
“要做好志愿者工作就是要善

于汇聚社区多方力量，善于整合社
会各种资源，将力量和资源汇集起
来。”党工委副书记朱莺表示。目前

街道志愿者工作形成两类服务平
台，社区党员、楼组长、党组织组成
的居民区平台以及社区单位、社会
组织平台。在两大服务平台上活跃
着 $&支“邻里守望”志愿者服务队，
通过活动、项目等方式关爱银发老
人、农民工、残障人士、未成年人等
群体。

其中，老伙伴计划就是让低龄
老人帮助高龄老人，社区现有 !!&名
低龄老人为 '(#名高龄老人，按照 !!

'的比例提供志愿服务。每两天打一
个电话询问日常起居，每周一次上门
慰问，不间断的关心让高龄老人感受

社区温暖。据统计，徐家汇社区现有
!#个工地，农民工近千人，去年，志
愿者为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各
类知识培训等 "$场；小年夜，%#多
位文化志愿者为 "##多名没回家过
年的农民工送上一台文艺演出。志愿
者把专供盲人和聋人两个版本的无
障碍电影，送进三百多户残障家庭放
映，并在社区开展百余场放映活，!$
名专业志愿者用手语为残障人士“同
步翻译”电影情节。社区学校开设暑
托班，在志愿者陪伴下，让孩子们有
一个安全的场所学习、活动，也为双
职工家庭解忧。

徐家汇志愿者构建服务网络

邻里守望一家亲! ! ! !

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区
总工会马年首场招聘会面向农民
工，近 &#家企业日前在上海长途
客运南站与前来应聘的农民工面
谈就业意向。

本场招聘会由区总工会联手
漕河泾社区总工会举办，同时作
为上海工会就业援助月暨“春风
行动”来沪务工人员专场的徐汇
分场，特别选在人流量较大的南
站地区，方便来沪务工人员前来
参加。“我区挑选了近 &#家企业，
针对来沪务工人员的就业条件，

准备了 "千多个岗位，供企业和
应聘者双向选择。”招聘会负责人
介绍。据统计，约有 &##多名来沪
务工者到现场寻觅就业机会，其
中 !)$人在现场与招聘单位达成
就业意向。

招聘会同时推出组合服务项
目，人网匹配服务、来沪人员政策
咨询、劳动法律维权咨询、家政服
务人员招募、计划生育宣传等服务
点为农民工释疑解惑，而修伞、修
拉链、羊毛衫织补等小修小补的摊
位前也是人来人往。

春风行动关注农民工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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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叶百安）
"月

"(日，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联合徐汇区商务委、徐汇区总工
会、徐汇区工商业联合会召开徐汇
区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宣讲会。据
悉，《关于区县运用地方教育附加
专项资金支持企业组织开展职工
职业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已实施
一年多，为提高企业职工综合素

质，使本区企业能够正确了解相关
培训政策及操作流程，结合市人社
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布《关于建立
中小微企业职业技能培训公共服
务平台的指导意见（试行）》，徐汇
区特举行相关政策解读。另悉，徐
汇区将在做好相关准备工作的基
础上，推出徐汇区中小微企业职业
技能培训公共服务平台。

我区举行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宣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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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姚丽敏）
%

月 !日起，《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
办法》将生效实施，电动车将采取
车牌登记使用制度，违法者将被罚
'#*"##元。记者日前随徐汇交警、
工商对龙吴路两家大型电动车销
售点进行检查，发现非产品目录电
动自行车仍在进行销售，消费者购
买时需谨慎选择。

位于龙吴路的龙大车行销售
包括杰宝大王、小羚羊、美可达等
在内的五个品牌的电动车。在检查
中，发现因部分型号不符合国家和
上海标准要求而未纳入产品目录
的电动自行车仍在销售，这些车辆
大多存在轮胎超宽、整车超重的问
题。店员解释他们知道这些非产品

目录电动自行车 %月 !日以后是
没法上牌的，在消费者选购车辆的
时候，他们也会向消费者说明。由
于规定实施突然，所以车辆还放置
在店内，目前也是滞销，随后他们
会向厂方提出退厂申请。同时他也
坦言，一些做蔬菜批发和送快递的
由于需要堆放货物还是会选购这
些车辆。

徐汇交警六中队孙海平警官提
醒消费者，由市经信委牵头编制的上
海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纳入了
")##多个品牌型号的电动自行车车
辆产品，消费者在购置车辆时应对车
辆是否在目录中进行详细了解，亦可
自行在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网站查询，
避免买到无法上牌的电动自行车。

“目录”外车辆仍在售
消费者购车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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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梅 通讯

员 石薇薇）
"#!$年春运工作 "月

"$日顺利结束，春运期间（! 月 !)

日至 "月 "$日），长途南站紧密联
手社会各方，努力发挥公路春运“兜
底”作用和衔接作用，累计发送班次
%+,万班，发送旅客 ,#万人次，客流
与去年基本持平。加班班次达 %!##

班，实现进出吞吐量 !&#万人次。
据了解，今年春运期间，长途南

站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措施：开站
以来首次调整车票预售期至 %#天，

并延续到大年初七的车票；春运 $#

天中，通过 "$小时网售出行的旅客
达 !#+)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
',-；实现了网上退票功能，春运期
间通过网上成功退票共 &$!# 笔
!#',!张；为通过网购又遗失了车
票的旅客补办手续，让他们能顺利
返乡。
据介绍，春运工作得到了区委、

区政府领导和区公安局、漕河泾街
道、南站管委办、区消防支队等区相
关职能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为确
保发送高峰和返程到达高峰时长途
南站周边道路畅通，南站治安派出
所派出警力，并组织警校学生增援
长途南站的春运工作，维持站内治
安秩序，确保“安全、有序、优质、高
效”完成春运任务。

2014年春运顺利结束

长途客运南站发送旅客90万人次

! ! ! !区机管局党总支把“学雷锋”
活动作为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活动、密切与人民群众关系的
重要内容之一，在“%·'”学雷锋日
到来之际，组织“学雷锋”志愿服
务小组，分赴各“双结对”共建单
位，参与“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月 ")日，局党总支率领综
合服务小组，携“修配钥匙”等深
受群众欢迎的服务项目参与在上
海植物园开展的“学雷锋”便民服
务活动。（如图）在整个服务活动
中，“学雷锋”服务小组为社区居
民免费修理锁具 $#余把，配钥匙
"&#余把，各类咨询活动超过 )#

多人，活动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
好评。

沈新江 摄影报道

! ! ! ! "#!$年 "月 "#日，上海市拥军
优属基金会徐汇区分会收到一笔署
名为张广蕙的 !#万元捐款，在这笔
捐款背后，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
张广蕙是徐汇区的一名特殊的

烈属，是烈士张新的姐姐。张新又名
张广新，出生于 !,"$年，第三野战
军二十军一七七团营教导员，!,$)
年 !" 月在宿北战斗中牺牲，!,$,
年 &月被部队追认为烈士。

张广蕙先后收养了三名养女，
无论家庭条件多拮据都没有放弃收
养，几十年来将她们视如己出。在那

个物质贫乏的年代里，一家人相濡
以沫，“全家靠着爸爸工作的工资，
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妈妈记账很认
真，至今我们都保存着她的记账
本。”女儿们各自成家后日子越过越
好，大女儿家客厅的全家福照片里，
看得出老人四世同堂、儿孙绕膝的
晚年非常幸福。回忆起妈妈，大女儿
说张广蕙生前一直简朴节约，她每
月仔细地记下享受到的抚恤金款
项，就是打算在百年之后将这笔款
项还给国家，回报社会。对于老人的
这个决定，全家人都表示了支持。张

广蕙夫妇在去世前将心愿正式写入
遗嘱，要将部分财产捐赠给公益事
业，还特地叮嘱捐款一定要多于享
受的抚恤金。

张广蕙老人于 "##,年去世，老
伴沙印江于 "#!"年去世后，全家人
认为必须要信守承诺，“这是故人的
遗愿，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履行。相比
起烈士为国家牺牲生命，金钱更加不
算什么了。”最近，三位养女联系了上
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徐汇区分会履
行这一承诺，分会工作人员决定上门
办理捐款事宜，并为她们颁发了捐赠

证书。按照老人捐款多于烈属抚恤金
的要求，除了向拥军优属基金捐献
!#万元，她们还向街道捐款 !万元，
向复旦大学捐款 !#万元，向宿北大
战纪念馆捐款 '万共计 ")万余元。
张广蕙的二女儿说，“我们都尊

重两位老人的遗嘱，妈妈生前就比
较热心公益事业，会捐物捐款帮助
有困难的人，她一直教育我们要继
承烈士遗志，胸怀人民。区政府、街
道居委给烈士家属方方面面的关心
和照顾，我们都不会忘记。今天可以
实现老人的遗愿，我们都很开心。今

后我们会向他们学习，关心困难群
体，帮助有需要的人，回馈社会。”

张广蕙生前居住在斜土街道，
街道保障科科长苏巧云说老人生前
就是个非常热心的人，“她如果看到
街道里有什么问题，都会第一时间
打电话向我们反映，还会跟进问题
的解决，就像是街坊邻里的马大姐
一样。”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徐汇分会
工作人员表示，张广蕙的捐款将按
照其帮困的意愿用于服务困难军烈
属等对象，支持徐汇“双拥”事业。

记者 关辛

（上接第
!

版）一是全面深化“美丽
徐汇”六大行动，按时间节点，按照
目标要求，在六月份前完成所有目
标任务。二是加快落实各项重点工
作，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华
传统美德建设、“做谦恭有礼的中
国人”活动、“全民阅读”活动、“三
关爱”志愿服务活动、未成年人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主题实践活

动等。三是全面营造创全社会氛
围，重点开展入户、入企、入校等
深入宣传，加强对行业单位、各类
群体的宣传，协调各类宣传阵地
和平台开展创全宣传，提升创全
的知晓度和参与率。四是继续推
进创全材料制作，完善创全和未
成年人难点材料，整理完善创全的
相关材料。

奋战百天，打赢“创全”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