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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森林覆盖率超 30%、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超 90%的生

态、绿色优势，崇明已成为上海市

民近郊出行频次最高的旅游目的

地之一，和不少置业者理想的宜居

之地。

随着轨交崇明线、沪渝蓉高铁

的启动建设， 崇明与浦东机场、虹

桥机场之间的行程将被缩短至半

小时以内。 届时，崇明不仅成为满

足工作、度假、休憩等用途的第二

居所，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群置

业于此。

尤其是作为此次上海链家首家

门店落点的长兴岛， 更是依托岛屿

自身优越的生态自然环境、 重要的

交通枢纽位置以及丰富的土地资源

和深水岸线资源等优势， 在国家战

略政策利好、 板块产业资源雄厚等

带动辐射下， 迎来全新的契机和经

济增长爆发点。 拥有强大发展引擎

的长兴岛， 正着力打造成为 “产、

城、人、文”于一体的新型产业空间

和生活社区。

而众多优质企业的入驻， 也将

为崇明和长兴岛绿色发展、 智慧发

展， 建设成为实现上海发展战略的

重要一环提供强大助力。

“崇德明礼、敢为人先”是崇明

的精神品格， 这与上海链家的价值

观不谋而合。 于链家而言，德是“诚

实可信”，礼是“客户至上”，敢为

人先是“拼搏进取”。

这从上海链家持续升级安心服

务承诺上可见一斑。 基于多年的行

业经验和客户洞察， 链家在消费者

最关心的交易风险方面对症下药，

不断迭代安心服务承诺， 以满足人

民群众多元化、 更具安全感的房产

交易需求。

据了解，截至目前上海链家的

安心服务承诺已升级为十八项，涵

盖二手房、新房、租赁三大领域；

截至 2021 年 7 月份上海链家已

支付安心保障金共 7.41 亿元，这

背后， 是 3 万多单交易的权益被

保障。

而好服务背后，源自人和科技

的推动。 上海链家通过统招本科

生推进服务者转化为顾问型经纪

人，为好服务的执行奠定了可靠的

人才保障；通过覆盖房产经纪行业

服务关键触点的绿金服务标准，减

少经纪人与经纪人之间的服务方

差；通过 VR 看房、在线签约、交易

流程可视化等线上服务，大大节省

了消费者在购房过程中的时间和

精力。

在做好房产经纪服务的同时，

上海链家还致力于做好社区公益。

有别于以往的房产经纪服务，链家

把门店打造为城市补给站，让门店

由房产交易的场所变身为能够更

多为老百姓提供便捷、高频次的便

民服务场所。从门店提供的十大便

民服务、为配合全市垃圾分类执行

举办的垃圾分类定向赛，到疫情期

间协助社区开展严密的防控疫情

措施，再到现在与新华书店携手打

造的城市书房，链家一直不遗余力

地助力当地老百姓的美好生活氛

围营造。

自成立以来， 链家始终坚持深

耕、迭代服务品质，在实现与城市交

融如一、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

去推动自身发展。

而作为城市一份子的企业，

上海链家愿意主动融入崇明的发

展建设，紧跟国家政策，在落地优

质服务的同时， 多重维度上助力

区域价值升级， 成为崇明建设的

参与者与贡献者， 与地方发展同

频共振、相伴成长，并带动全行业

链共生共荣。

城市有理想， 上海链家愿为这

份理想的达成贡献一份力量！

（万里程）

上海链家进驻崇明，与崇明发展共生共荣

凭借“国际生态岛”的战略定位和花博会契机，崇明近几年的发展可圈可点。尤其是随着区域综合

服务配套的不断完善和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持续塑造，崇明吸引了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如房地产经纪

服务品牌———链家。

9月 1 日，上海链家在崇明的第一家分店长兴家园店迎来正式开业。

晨报记者 潘文 通讯员 乔颖

9 月 1 日起， 心理援助热线与

战疫心理援助专线 55369173 以及

17 条区级心理热线整合扩容，崭新

的 24 小 时 上 海 市 心 理 热 线

962525全线启动，全力保障上海市

民的心理健康， 筑起 “心灵防火

墙”。 962525也是一条专门为中小

学生开通的心理热线， 中小学生遇

到烦心事、难解事、忧愁事，请记得

随时拨打 962525。

为了完善公共卫生社会心理干

预体系， 建设应急心理援助和危机

干预网络， 加强心理疏导和危机干

预， 结合第五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

计划项目《超大城市心理应急救助

和危机干预网络构建》 的推进，在

市卫生健康委指导下，在教育、通信

管理等部门支持下， 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整合全市心理健康和精神卫

生专业人力资源， 在原有市区 18

条心理援助热线基础上进行扩容建

成“上海市心理热线 962525”。

300 多名心理咨询人员，24 小

时值守接线， 有实体化运行的工作

专班……962525 热线的志愿者团

队由精神科医师、高年资护师、心理

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组

成，通过心理健康疏导的方式，减轻

市民心理困顿。

据了解， 心理援助热线最初开

通时是针对不同人群的紧急心理援

助需求。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

态化，962525将更广泛地面向大众

常见的心理问题答惑解疑， 例如情

绪问题、情感问题、压力缓解、亲子

关系、个人成长、睡眠问题等。

962525 热线号码还有着特别

的含义， 这也是一条专门为中小学

生开通的心理热线。每年的 5月 25

日为 “大、 中学生心理健康节”，

962525 热线号码中的“525”谐音

即为“我爱我”，中小学生遇到烦心

事、难解事、忧愁事，请记得随时拨

打 962525，电话另一端是朋友是老

师是长者。

962525 还将陪伴广大家长朋

友做好父母，无论是孩子成长、亲子

互动还是家校沟通等， 如果遇到了

矛盾冲突纠结，请听听 962525的建

议吧， 电话另一端有人聆听你理解

你支持你，与你一起想办法解难题。

热线的志愿者们说：“也许我

们的实际距离很远， 但是我们心灵

的距离可以很近。24小时全年无休

的热线开通给你提供一个倾诉的机

会，市民朋友们要学会关爱自己，温

暖自己。 ”

9 月 1 日开学第一天，962525

上海市心理热线已经准备好了！ 你

准备好了吗？

为做好新学期开学校园安全

工作， 结合全市公安系统正在开

展的“动态隐患清零”专项行动，

上海公安机关会同教委等部门对

前期大排查大整治中发现的问

题，对标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

“4 个 100%”硬性要求（即城镇

以上中小学幼儿园专职保安配备

率 100%， 城镇以上中小学及城

市 幼 儿 园 封 闭 化 管 理 达 到

100%，城镇以上中小学幼儿园一

键式紧急报警、 视频监控系统达

标率达到 100%，城镇以上“护学

岗”设置率达到 100%），逐条盯

办隐患问题，对进展缓慢、问题突

出的，以约谈、挂牌整治等形式督

促整改。

为确保本市校园及周边治安

秩序安全有序， 上海公安机关积

极会同文化执法、市场监管、城管

执法等部门， 对校园周边治安突

出问题开展联合清查整治行动，

严格落实校园周边重点时段防控

措施。 在开学前，对 4000 余所学

校周边组织了为期 2 周的治安环

境联合治理， 全面消除各类治安

隐患。

全市公安机关严格按照 “一

学校一守护方案”、“一派出所一

勤务方案”要求，采用民警、勤务

辅警或社区保安队员等群防群治

力量的编组方式， 全面落实上学、

放学重点时段民警护校要求，确保

“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 运用

“实兵 +视频”， 每日开展日常监

督检查，及时有效发现校园周边的

各类安全隐患。

同时， 督促校方落实上放学

时段保安员驻守制度， 规范开展

护校工作， 严格执行非上放学时

段闭校锁门、 访客登记和治安巡

查制度， 严防社会闲散人员混入

学校。

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为进一步

做好青少年学生的安全知识教育，

由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教委、上

海市应急管理局、上海市消防救援

总队联合主办的 《公共安全教育

开学第一课》（第八季）已于昨晚

播出。

本季节目紧扣 “影响青少年

安全成长的新问题”和“守护青年

少年安全成长的新规定”，围绕治

安、交通、消防三个板块，面向学生

传授危险识别方法和风险防范技

巧。 各版块知识点采用“案例解剖

+ 动画演示 + 实验模拟 + 嘉宾访

谈”的形式呈现。

据悉，9 月 1 日上午， 上海公

安机关共出动 3.2 万余名民警、辅

警、保安、志愿者等安保力量，顺利

完成开学首日护校工作。

300多名心理咨询人员 24小时值守，开学首日一条崭新心理热线全线启动

中小学生遇烦心事，记得打962525

开学首日“护校安园”，公安出动警力3.2万

晨报记者 荣思嘉

通讯员 忻文柯

9 月 1 日上午是全市中小

学、幼儿园秋季开学第一天，上

海公安机关主动对接市教委、

防疫等相关职能部门， 从严落

实全市 4000 余所校园安全防

范工作， 通过清除校园周边治

安隐患、加强开学护校、全力强

化校园安全保卫等工作， 确保

校园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维护

校园周边良好治安环境， 保障

本市各校开学工作有序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