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浦江畔的美乡小硅谷
———浦锦街道探索新型乡村振兴实践新方案

据悉，浦锦“归园居田园文旅综合体”位于
黄浦江畔，是以浦锦街道沿黄浦江 8 个行政村总
辖区 8.45 平方公里作为闵行区试点区域， 以全
面贯彻乡村振兴， 打造具有闵行特色的文化创
意、休闲旅游、科创孵化相结合的创新成果示范
区为目标。

创新闵行区乡村振兴政企结合，市场化运作新
实践。 有效利用低成本资金，盘活撬动集体存量资
产增收；开启以点带面，精准选商整体规划分段实
施新路径； 率先实践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租
让结合新路径； 引入高质量企业招商落户， 打造
“美乡小硅谷”式的产业聚集型新经济。 总体上带
动了地区活力、激活了闲置、废旧乡村资源、同时增
加地区税收和实现农民的长效增收，是一个多方共
赢的新型乡村振兴实践。

作为综合体重点项目之一的魅客小镇，目
前已经全部建成。 相比于乡村单点的、 精品民
宿、 网红打卡地， 定位为 “公寓式创客田园社
区”及“办公与生活可以自由切换”的魅客小
镇为新型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全新方案———帮助
乡村建造自己的中心和社区， 而不是成为城市
的配套和边缘。

魅客区别于现在大量乡村兴建项目只是给老
旧闲置房“换层皮”的做法，也区别于工业化的乡
土营建，建筑师在考虑保存农村风貌多样性的基础
上重新设计，最终建出了“没有两栋是一样的”与

自然相印成趣的新式建筑。 另外，从设计之初他们
就关注建筑产品更长的生命周期：材料回收、适应
性改造、阶段性运营内容和物业……一个负责任的
乡村实践，一定是关乎时间问题的。

同时，魅客还设有专门的企业服务中心，从企
业免费注册、合作银行贷款到高税收返还，为企业
一站式解决所有疑难问题，同时为企业提供最好的
政策支持和商务帮助。 “硅谷并不是投资者创立
的，而是有一群有热情有爱好的年轻人在他们的车
库里创立的。 魅客小镇已经入住了诸多有想法、敢
创新、有能力的公司、工作室和组织，希望能有更多
敢于改变和执着追求的人来到这里，大家共同打造
一个黄浦江边的美乡‘小硅谷’。 ”魅客小镇有关
负责人表示。

“归园居田园文旅综合体”在打造了新经济
发展的同时，还辐射了村级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发
展，同时，也即将带来更加惬意舒适的人居空间，
开启滨江生活模式。开放浦江岸线空间，让“户外
活动 + 广场休闲 + 漫步商务 + 体育文娱” 完美
地融入了 8 个行政村，给周边村民带来了更美好
的社区体验及生活氛围。 自然步行岸线景观、滨
江城市广场景观、水边游憩景观、水上建筑景观，
这些也都将在不久的将来真真切切地呈现在群
众眼前，让生活在其中的群众切身实地地享受到
在城市更新及乡村振兴带动下的生活感、幸福感
与满意感的提升。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不断
激发人们反璞归真的自然情
怀， 曾几何时，“闲将怡情踏幽
径，一片浓阴带露噙”自然风景
成为奢望， 我们都曾幻想可以
周末闲居郊野， 一壶清茗半盏
月，感悟人生百态，而恰恰在都
市里想拥有“一方小院，诗意栖
居”却遥不可及。 而今，在黄浦
江畔、郊野公园腹地、一切将演
变成鲜活的现实。

务实高效 展现优质电站形象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发展历程

� � � � 近几年，随着节能减排理念的推广，华能上
海石洞口第二电厂正当绿色煤电的代表，坚持建
设节约环保型示范企业， 创造良好社会效益，是
上海市第一批发牌命名的“上海市清洁生产示范
企业”。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党委书记、 副厂长
桑宇清说道： 我们在建设的同时同步建设了二氧
化碳的捕捉项目。 随着这个项目的捕捉，也开创了
我国二氧化碳捕捉的一个先河。

电厂坚持建设节约环保型示范企业， 创造良

好社会效益，是上海市第一批发牌命名的“上海市
清洁生产示范企业”。 多年来，电厂秉持“环保优
先、民生优先”理念，连续推进一项项节能环保改
造项目，使电厂各项经济性能和环保指标在行业内
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作为华能集团旗下的主力电厂，华能上海石洞
口第二电厂始终走在行业前列，提倡清洁生产是石
洞口二厂一以贯之的绿色环保理念。 多年来，电厂
始终认真履行环保责任，重视污染物和废弃物的达
标排放。

2009 年，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二期两台
660MW 超超临界机组同步建设的 10 万吨级二氧
化碳捕集装置， 就诞生在中国向世界发出承诺之
际。华能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二期项目二氧化碳捕
集示范工程的产品，初期以循环利用、总量控制作
为主要的处理方式， 最终实现二氧化碳的封存，为
我国温室气体减排作出贡献。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电厂将秉持华能集团
有限公司“三色公司”的企业文化理念，发扬华能
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诚信、进取、务实、高效”的
企业精神，为我国提出的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
承诺贡献新的力量！

� � � �长久以来， 华能上海石洞口第
二电厂全面打造绿色美丽电厂，大
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广泛开展具有电力企业特色的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早在 1996 年电
厂被中国电力部命名为全国电力系
统首批双文明单位， 又相继获得华
东电力系统双文明单位、 中国华能
集团有限公司文明单位、 国家电力
公司双文明标兵单位， 连续十二届
蝉联“上海市文明单位”。 2018 年以
来，电厂瞄准“全国文明单位”，再接
再厉， 跳起摸高，2020 年 11 月获得
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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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寒风凛冽，可就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一抹柔
和的阳光给户外职工带去了， 早春的温暖。 1 月 5
日,庄行镇总工会联动绿化市容所在庄行镇辖区内
的 4 家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开展 “寒风瑟瑟冷身
心 户外职工进‘暖阁’”户外职工慰问活动，向一
线户外职工送上慰问品及新春祝福。 镇人大副主
席、总工会主席钱洪良出席活动。

钱洪良主席代表镇总工会向环卫工人在疫情
期间、全国文明城区复查迎检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要关注身体健康做好保暖防
寒措施，并致以新年的祝福和节日的问候！

蒋军英副主席介绍了庄行镇户外职工爱心接
力站的基本情况，希望大家口口相传，让更多的户
外职工知晓这里有为他们服务的爱心接力站，并随
时欢迎大家“累了、渴了，进来歇歇脚”。

现场邀请了庄行、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
为大家提供量血压、测血糖等服务，并向大家科普
了最新新冠疫苗知识及冬季户外环卫工人操作注

意事项。
据了解， 此次活动共发放 100 份慰问品，

2021 年，庄行镇总工会将继续做好户外职工爱心
接力站的服务工作， 确保接力站发挥有效作用，
保证户外职工工作期间能进站“歇歇脚、喝喝水、
取取暖”，切实提升户外职工获得感和幸福感，让
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真正成为户外职工的温馨
港湾。

寒风瑟瑟冷身心 户外职工进“暖阁”

� � � �建于 1958 年金山区亭林医院以 “小综合、大
专科”的发展理念，立足于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
以努力发展成为金山东北区域的医疗中心为目标，
打造厚德博学精医仁爱的团队，为金山及周边地区
居民的健康提供优质服务！

近几年，亭林医院以提升医疗技术，保障医疗
安全为基础，致力于“亭医式”服务的塑造，已形成
“三个在亭医”特色，即上海专家在亭医、特诊服务
在亭医、满意服务在亭医。

在 2020 年 10 月 10 日举办的“第五届同济·
亭林医联体论坛暨 2020 年度消化内镜高峰论坛”
上，金山区卫健委副主任张伟东指出论坛将为金山
区消化内科学科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搭建新的交
流平台。这几年，亭林医院抓住机遇，利用好优质资
源，培养了优秀团队。目前，大健康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实现疾病的早防、早治至关重要。 近年来，消化
内镜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消化内
科的内涵和外延。 在利用好医联体内资源，依托好
平台，发挥好三级医院的技术支撑作用，更好的服

务百姓，让百姓得益。
同济医院党委书记许树长表示， 亭林医院加

入同济医院医疗集团后，两院合作伊始，就本着让
三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金山、 体现三级
医院的功能任务的宗旨，也一直秉承共建、共享、
共赢的合作理念， 努力让金山百姓的消化内科疾
病就地解决。

亭林医院院长孙继权提到同济医院许树长名
医工作室在院建立后，在许教授及其团队的加盟指
导下，发展快马加鞭。 消化内科先后获得“医院优
质服务优胜单位”、“巾帼文明岗”、“金山区青年
文明岗”等荣誉，离不开医务人员的努力，更离不
开各位专家教授的悉心指导。

亭林医院将在新的一年，同济助力、自身努力，
争创“二甲”，为金山区老百姓的健康共谋福利。

不断提升 服务百姓
———亭林医院打造消化特色学科

� � � �会上，徐永坚书记强调：
■ 一是要充分认识学习党章的重要意义， 把党章
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把学习贯彻党章作
为第一要求。
■ 二是要强化党章意识， 在思想深处扎牢尊崇党
章之根，把党章丰富内涵时刻铭记于心。
■ 三是要把学习成果体现到推动实际工作中，通
过学习党章，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用党章规范约束自己的一切言行。

会议中， 党员们围绕学习党章以来的所思所
想、心得体会积极发言交流。 党章是中国共产党集
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大法。

因此学习党章是共产党员的入门课、 必修课、
终身课，要自觉做到时时学、经常学，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

通过本次学习交流会，大家一致认为：要坚持以
党章为镜鉴，坚守为民初心；坚持挺纪在前，推动从
严治党；提高党性修养，强化使命担当。

强化党章意识 坚守为民初心

为充分认识学习党章的深刻意义，切
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到实际工作中， 近日，
林家村党总支组织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
围绕党章， 开展了一次专题学习交流会，
会议由林家村党总支书记徐永坚主持。

� � � �建为加强辖区人民群众的禁毒教育，进一步提
高人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积极营造广大人
民群众抵制毒品、参与禁毒的浓厚氛围。近日，闵行
区浦锦街道社区平安办组织工作人员以国际志愿
者日活动为平台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以模拟毒品展示和折页宣传为主要
宣传手段，现场的工作人员借助现场真实模拟的样
具向大家介绍了有关毒品的相关知识和毒品带来
的危害以及作为一名遵纪守法的市民应当如何预
防毒品等相关知识，列举了一些真实案例告诫大家
一人染毒祸害全家的危险，参加活动的叔叔阿姨们
纷纷表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接触毒品，还要将
这次学到的知识和毒品的危害告诉家人，要带动家
人一起抵制毒品，参与到禁毒宣传中来。 ”此次活
动在现场共发放宣传折页、 册子等宣传资料 100
余份，受教育群众 80 人次，进一步加强辖区居民识
毒、拒毒、防毒的意识，全力创建无毒示范社区。

虽然现场寒风凛冽，依旧不能动摇现场工作人
员为大家讲解毒品危害的决心， 无论酷暑还是极
寒，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浦锦街道的禁毒宣传教育
一刻也不能停下来，最纯真的目的就是为了广大群
众通过禁毒宣传获取这方面的认知，更加深刻的提
高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开展禁毒靠大家 创造和谐为大家
———闵行区浦锦街道社区平安办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