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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符静

网购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一种消费习惯，但海量的包装同时给生

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今年9月，《上

海市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的实施方案》出台，聚焦快递包装生产、

使用、回收、利用、处置的全链条各环

节。记者走访发现，环保纸箱、“瘦身”

胶带、重复利用包装等，渐成我区快递

包装新风尚。

上午9时，在中国邮政松江人民南路

营业厅，市民傅国英拿来几包御寒衣物，

打算寄给远在重庆的儿子。工作人员为

她拿来了环保纸箱，衣物无需额外包装，

直接放进纸箱即可（见右图）。从外形

看，环保纸箱和以往使用的普通纸箱没

有太大区别，仔细观察才能发现两者的

不同。“我们以往的纸箱是5层的瓦楞，现

在使用的环保纸箱仅有3层，节约了20%
的用料。”中国邮政上海松江分公司人民

路支局工作人员王洁说，“用料节省了，

但顾客使用效果跟原来差不多。”

如果邮寄的是小件物品，可以使用

免胶带箱。免胶带箱指的是胶状物质

直接附着在纸箱上，使用时就像双面胶

一样，撕掉保护膜直接将纸箱封口粘贴

在一起，大大减少了胶带的使用量。王

洁介绍，如果一定要用胶带，中国邮政

使用的是一种新型环保玉米纤维素胶

带，不仅材料可再生、工艺无污染，而且

是一种“瘦身”胶带。“比我们平时用的

胶带细，只有45毫米宽。”

除了中国邮政，顺丰、中通等快递

企业也纷纷推出包装减量和绿色循环

的新模式、新业态。在中通快递九亭服

务网点，快递员张师傅正在打包快件。

他告诉记者，相比以前的包装填充，现

在会尽量减少包装层数、空隙率和填充

物，打包的封装胶带也减少了缠绕次

数。“顾客邮寄的物品如果自带包装，就

不用再包装了，避免过度包装。”负责人

张煜祥说，中通快递还推出了可重复利

用的包装箱，快递员把包裹送到顾客家

中，顾客取出物品后，快递员再把纸箱

回收回来。

普通市民也可以为快递包装绿色

转型贡献一份力量。目前，在菜鸟驿

站、大学校园、社区等地，都设置了专门

的快递回收设施。市民收到快递后，可

以就地拆开快递，把包装盒放入回收设

施中。也可以积攒起来，等着再生资源

回收公司上门收取，或者卖给再生资源

回收站。

记者在岳阳街道再生资源回收交

投站看到，前来站点的居民络绎不绝。

“平均每天回收的纸箱有一两吨。”该回

收交投站负责人高叶华说，这是由上海

普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建立的“政府引

导、社区监督、社会组织、自主经营”的

再生资源回收模式，回收后的纸箱经过

分拣后将送往造纸厂循环利用。

环保纸箱、“瘦身”胶带、重复利用包装——

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渐成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李爽）

“新电梯噪声小了，灯更亮

了 ，按 键 也 看 得 更 清 楚

了。我们老人坐起来可舒

坦了！”日前，站在刚更新

完成的电梯边，小昆山镇

颐山公寓楼组长张亚林一

边操作，一边欣喜地向记

者介绍。

而这一切要从今年 7
月区长接听的一通热线说

起。在热线中，有市民反

映，称位于小昆山镇鹤溪

街 52 弄的颐山公寓 3 号电

梯频繁发生故障，而公寓

住户以老年人为主，电梯

经常性故障给依靠电梯上

下楼的老人们带来了诸多

不便。市民反映后，小昆

山镇政府开展了走访调研

并决定为电梯更换主体零

部件。“3 号电梯梯龄较长

且使用频繁、运载负荷较

重，我们出资对其主体零

部件进行了更换，以后居

民们乘梯出行就更舒适顺

心了。”小昆山镇相关负责

人说。经过为期 45 天的订

制、3 周的安装和两周的调

试检验，3号电梯于 10月底

完成更新提升。

记者在现场看到，更

新后的 3号电梯运转平稳，

且增加了不少适老化的微

改造。此次更新让楼栋内

的 72 户人家实实在在地感

受到了政府的贴心与关怀，居民们点

赞连连。据悉，后续九峰物业公司会

对颐山公寓所有电梯进行经常性的体

检评估，依规完成检修更新，切实保障

社区居民出行顺畅。

本报讯（记者 陈菲茜） 一男子离

职后因手头紧，竟打起前雇主的主意，

进入原来工作的仓库实施盗窃。其实，

当他私自配备仓库钥匙的时候，就已心

生歹念，为自己编织了牢笼。

11月15日，洞泾派出所接到某食品

仓库老板顾先生的报警电话，称放在仓

库里的食用油少了十几箱，怀疑被人偷

走。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刻展开侦查，经

查看公共视频，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侯某，并迅速将其抓获。

经审讯，侯某对自己的偷盗行为供

认不讳。原来，侯某之前负责该仓库的

管理工作，利用职务之便私自配备了仓

库钥匙。由于离职后经济不宽裕，便计

划盗窃仓库食用油转卖变现。10 月某

日晚上，侯某利用自己对仓库结构和作

息时间的了解，开车至仓库门口，第一

次实施了盗窃。

侯某将偷走的十余箱食用油转卖

后获利 2000 余元，尝到甜头的他侥幸

心理作祟，以为每次只拿走几箱不会

被人发现，于是又接连实施了两次盗

窃。最终，侯某因多次盗窃被依法刑

事拘留。

偷配钥匙盗窃
终被依法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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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驰） 由教育部、上

海市共同成立的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

建党精神研究中心首批成立 10家分中

心，11月 28日，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分中心揭牌，21位专家学者受聘为分中

心特聘研究员。

据了解，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作

为首批上海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整体试点校”，近年来在思政课教学、学

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独具特色优

势。立信分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将坚持立

德树人、育人为本，重点突出学科交叉、

多科融合，建好数据库，服务思政课改革

创新，深化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让学生

在教育教学中感受党的百年光辉历程。

此外，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上海立信会

计金融学院已共同组建协同创新团队，从

梳理党的领导人关于建党精神的论述、系

统整理党的创建史研究资料和建党精神

研究成果着手，推进伟大建党精神数字资

源库建设，共同打造伟大建党精神研究资

源高地。“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

精神之源，是对中国共产党过去为什么能

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深刻总

结。”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爱云说。

“目前，学校已经建成了具有企业级

处理能力及服务体系的财经大数据平台，

在高校中率先形成依托财经数据服务高

水平大学建设的典范，在数据库建设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杨力表示，同时，学

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也取得了

丰硕的研究成果，具有扎实的研究基础。

当天，还召开了学习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数字资源库

建设学术研讨会，百余名专家学者通过

线上线下互动的方式，就学习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伟大建党精神数字

资源库建设展开深入探讨。

地处玉树路的上海长三角国际影视中心建设项目正在推进中，建筑主体钢结构已进入施工安装阶段，计划明年5月

完成。图为11月17日拍摄的施工场景。 记者 岳诚 摄

高校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立信分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 今年冬至

期间，全区五家经营性公墓（骨灰堂）预

约落葬 1610穴，将迎来 11.4万人次、2.1
万辆次的祭扫人车流。这是记者从前

天（11月 30日）召开的 2021年松江区冬

至祭扫工作部署会获得的信息。此外，

为引导市民从12月初起提前祭扫、错峰

出行，今年，各公墓将祭扫周期由往年

的10天左右延长至20天。

据介绍，今年冬至祭扫人车流量将

集中在 12月 18日至 21日四天，其中 12
月 21日（冬至）达到祭扫高峰极值。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

杂，为此，今年冬至祭扫将继续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采取延长冬至期间

祭扫时间、高峰日预约限流祭扫、鼓励错

峰祭扫等措施。12月10日8时起，各公

墓将通过微信公众号，开通12月18日至

21日高峰日六个时段的预约服务（7时至

16时每一个半小时为一个时段）。此外，

落葬仍实行线下或电话预约。

据预测，今年冬至期间的祭扫人流

量将恢复到疫情前，为此，公交短驳服

务也将恢复。12 月 18 日至 21 日，天马

山公墓、天马塔园和华夏公墓将在轨交

9号线相关站点开设短驳班车。需要提

醒的是，12 月 21 日上午 8 点半至 10 点

半，短驳站点（轨交 9号线洞泾站、大学

城站）祭扫人流集中，可能需要候车 30
分钟以上，建议市民错时出行。

和今年清明期间一样，冬至期间，

各公墓将推出祭扫便民措施，在微信公

众号开设网络祭扫平台，免费为市民提

供远程祭扫服务。针对老、弱、病、残等

特殊群体，将完善电话预约、绿色通道

等线下服务措施。各公墓还将按照疫

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严格落实员工健

康监测、场所清洁消毒、“一米线”等基

本管理措施，对祭扫人员实行戴口罩、

体温测量、健康码核验等防控措施。

区民政部门表示，营造文明殡葬新

风尚，需要每一名市民的参与和支持。

今年冬至期间，各祭扫场所继续推行无

烟祭扫，鼓励市民选择鲜花祭扫以及系

挂黄丝带、心愿卡等现代文明的祭扫方

式，或通过网络祭扫、居家怀念等多种

方式缅怀先人。在祭扫活动中，市民应

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听从相关工作

人员的指挥，不违规燃放爆竹，不燃烧

迷信殡葬用品，通过共同努力实现祭扫

活动的平安有序。

祭扫周期延长一倍 高峰日分时段预约
松江将严格落实冬至祭扫期间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

不懈奋斗。体育事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成就。持续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

力，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应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对体育事

业的领导，统筹体育各领域事业发展，加快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

松江区体育训练中心主任、田径高级教练胡

毛珠表示，松江区体育训练中心干部职工把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精心组织、扎实

推进，确保全会精神在体育训练中心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我们不仅要深刻领会核心要义，同时要

始终坚持学用结合，紧紧围绕体育训练中心重点

工作，以培养和输送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为己任，

科学训练、科学选材、追求卓越，提升能力砥砺前

行，切实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实际成效转化到爱岗敬业中去。”胡毛珠说。

“中国故事”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故事”。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全景式地

展现了党百年来的光辉历程、重大成就和宝贵经

验，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深层逻辑

和胜利密码。新闻工作者是历史见证者，时代记

录者，又是践行者，有责任和使命推进构建中国话

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

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和精神力量。

通过学习，松江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朱俊辉深

刻认识到，党媒作为党的主流权威舆论阵地，对于宣

传党的主张，传播大政方针，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进

而推进各项工作开展具有重要作用。他表示：“作为

一名时政新闻记者，要进一步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前进力量，立

足自身岗位，不断增强‘四力’，在‘走转改’中为推动

宣传舆论工作守正创新，当好统一思想和凝心聚力

的‘传声筒’，贡献青年融媒体人的智慧和力量。”

根植文化沃土
挖掘精神力量

其中，中运量有轨电车T1、T2示范线于2019年全

线开通运营，日均客流量达2.5万人次；重点服务大

居、城乡居民公交需求，新辟调整线路94条，并将

镇域公交纳入区级管理平台；深入推进公交信息化

建设，全区公交实时到站信息2019年纳入“上海公

交”客户端，建成启用278个电子站牌；大力推广清

洁能源，发展绿色交通，更新新能源公交汽车 383
辆，全区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76%。

家住鼎信公寓的市民王龙珍说：“四通八达云间

路，南来北往变通途，公交、高铁、有轨电车、地铁一

应俱全，出行越来越便捷。平时上班我坐有轨电车，

要去市区我就在家门口坐轨交9号线，真是方便，幸

福感满满。”网友“属猴的白羊娃”说：“自从有轨电车

T1线通车到新桥后，我都要乘坐有轨电车上下班，

的的确确感受到了方便，乘坐感也特别舒适。”网友

“PekoCc”表示，五年来，感受着交通系统的方便快

捷，也见证着松江快速蓬勃的发展，为自己20年前

选择成为一名新松江人而骄傲。

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构建“四网融合”综合交通体系

2020年，依托实训基地，松江区融媒体中心与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上海松江”客户端

共同主办上线英语频道，也是上海市16个区级融媒

体中心推出的首个英语频道。专业教师、外籍专家、

业界导师、本硕学生及松江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编辑

等30多人共同组成英语频道编辑部工作团队，严格

落实三审制度，细化采编流程，对每一篇原创稿件的

采、编、审、校、发各环节进行严格的审核、把关。

在运营过程中，“上海松江”客户端英语频道创

新宣传方式，主动设置议题，实现了国际传播双向

发力。2020年10月起，英语频道相继推出“走进松

江新农村”“走进科技园区”“外国人在松江”“上海

非遗文化”等系列策划，从小切口出发，采用更加贴

近海外受众的语言、风格和选题等，将“硬新闻”进

行“软化”。通过音视频、图文报道等多媒体形式和

以故事化的表达方式展开英语新闻报道，取得了良

好的传播效果。截至12月1日，英语频道已累计发

布相关新闻报道493条。近期，由松江区融媒体中

心打造的短纪录片《我们，是无声骑手》（Silent
Delivery）还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纪录频道

首次以全英文版本面向全球播出。

据悉，本次征集评选活动由中国地市报研究

会主办。中国地市报研究会是中国记协直接领导

的全国会员规模最大的国家一级新闻社团，是由

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联系全国地级城市和省会

城市 300 多家主流媒体的重要阵地。经过初审、

复审、定审、终审复核，由全国媒体融合专家、中国

新闻奖获得者代表、媒体单位负责人代表等组成

的专家推荐委员会，从 300 多项作品中共推荐

2021年度全国地方党媒融合发展创新项目90项，

其中示范项目23项、优秀项目67项。

松江区融媒体中心荣获
2021年度全国地方党媒
融合发展创新示范项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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