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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捷 通讯员 唐丽

霞）“树市场监管服务典范，为商家经

营保驾护航”，近日，方松市场监督管理

所收到辖区一家餐饮公司送来的锦

旗。而这已是该餐饮公司第二次为方

松市场监管所送来锦旗了。

该餐饮公司负责人王先生说，去年

2 月，他第一次向方松市场监管所送来

锦旗。“我们是一家大型连锁企业，自

2017 年在东鼎购物中心开了第一家门

店起，已陆续在松江开了近十家门店，

门店的正常运营离不开市场监管部门

的大力帮助和支持。”王先生说，这些年

来，方松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多次上

门，在企业台账管理、后厨食材仓库管

理、重点区域和重点环节管控方面为企

业提建议，督促落实明码标价、公筷公

勺等制度。“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方面，执法人员上门‘手把手’教学，

让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都得到

了实质性的提升，让企业得到了较快成

长。”王先生说。

记者从方松市场监管所了解到，去

年，该所积极开展“食品安全百千万示

范工程”创建，结合以提升质量服务为

引领，优化营商环境为目标，落实“我为

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大体检”活动，积

极探索服务模式，不断创新市场监管方

式，通过“线上指导+线下检查”，全速助

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通过建立微

信工作群、培训会议等形式，第一时间

提示食品安全风险，要求企业做好自查

自纠工作；同时，结合食品安全专项检

查，强化食品企业对食品安全最新政策

的理解和认识，保障安全无死角。”方松

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演告诉记者。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上海市进口

冷链食品规范也在不断完善，为了让企

业更好地理解、落实规范要求，方松市场

监管所根据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以“订

单式”上门服务和专项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关注企业合理需求，健全企业管理制

度。“进口冷链食品进门要消杀到最小包

装，外包装盒需要里外消杀后才能回

收。消杀后的食品要专区存放，你们放

在哪里？”方松市场监管所食品组的龚心

诚在该餐饮企业一边宣教一边督查，“进

口冷链食品需要于24小时内在‘沪冷链’

追溯系统内进行录入，一定要确认好进

货产品的批次号，并按时、准确录入。”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一年内

从同一家公司收到两面锦旗，反映出企

业对方松市场监管所认真为企业服务

的认可。方松市场监管所将继续把群

众的认可转化为责任与担当，不断创新

与突破，优化营商环境，增强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

餐饮公司一年内两度送锦旗
方松市场监管所守护“舌尖安全”不含糊

本报讯（记者 王梅） 一个头戴猫

耳帽，调皮可爱；一个手捧小怪兽，闭目

沉思。最近，文汇路龙腾路口的绿地上

悄悄冒出一组名为“是那个小可爱”的

卡通雕塑。昨日，设计创作单位上海视

觉艺术学院与广富林街道共同为“小可

爱”揭牌，并举行地校共建提升城市品

质签约仪式。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雕塑专业教师

王琳介绍，“就是那个小可爱”以家中小

孩为创作原型，造型天真烂漫又不乏张

力，与文汇路的青春气质相符。“在松江

生活了十多年，看过不少公共空间雕

塑，大多都偏向于传统类型，希望能有

更多突破传统形式的文创类作品入驻，

为城市空间注入活力。”王琳说。

正如王琳所希望的那样，此次地校共

建揭开了文创艺术赋能街区品质提升的

序幕。广富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姜云介

绍，围绕“社区、景区、校区”三区，打造符

合广富林街道城市精神和内涵的城市景

观，双方接下来将重点布局社区景观提

升、广富林郊野公园核心区域景观提升以

及“最美文汇路”文创街区打造。

地校共建扮靓街区绿地

“是那个小可爱”雕塑亮相

本报讯（记者 李谆谆）松江区与市

农科院的战略合作与交流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日前，双方为合作共建的专家工

作站、科技引领示范村和示范基地授牌，

并将重点在优质绿色水稻、优质蔬果、特

色花卉、生态环保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等

多个领域持续开展院区产研合作。

据悉，市农业科学院是一个学科

齐全、设备先进、学术水平高、成果转

化能力强的农业科研机构。开启新一

轮战略合作后，松江区将与市农科院

明确合作项目内容、细化实施初步方

案，共同推进松江都市现代绿色农业

产业发展。

根据计划，在农业种质资源开发

和新品种推广应用方面，市农科院将

利用种质资源优势，为松江提供水稻、

蔬菜、瓜果和花卉种质资源；在推进松

江生态农业建设方面，市农科院将在

农作物绿色防控技术、土壤修复技术、

水肥一体化技术、有机农业生产技术、

化肥农药减量化使用技术等方面提供

技术支持；在花卉产业发展方面，松江

将搭建平台，为市农科院与花卉产业

企业协作提供助力，共同推进浦南花

卉产业的发展，市农科院则将为花卉

品种开发、园艺技术提供技术支持，并

以浦南花卉产业带为依托，推进上海

市花卉产业体系建设。

此外，乡村振兴人才联合培养也是

双方合作的重要方面。去年 9 月，松江

区凭借良好的产业基础，被列入全国农

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共建名单。此次与

市农科院合作交流，也将进一步推进松

江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区建设。

过去，借助市农科院的人才优势和

技术优势，松江开展了一系列农业科技

探索。依托上海市花卉产业技术体系在

松江设立的 3 个试验站，市农科院开展

了菊花、百合、月季等花卉的新优品种选

育、绿色生产关键技术集成、潮汐式生产

技术标准和花卉采后处理与流通等领域

的研发。目前已制定技术标准（草案）20
余项，选育新优花卉品种 20 余个，先后

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参与国

家技术发明奖1项，“菊花出口种苗高效

繁育技术”入选上海市2021年度农业主

推技术。

此外，以五厍园区和浦南花卉基地

为重点，双方的科技对接重点围绕菊花、

月季、多肉植物和郁金香等花卉的产前、

产中和产后展开，每年开展各类新优品

种展示、推介和推广10余次，协助企业、

合作社申报市级项目 6 项，培训企业科

技人员8人，带动培训200人次。

本报讯（记者 陈燕）新春来临之

际，穿上“新衣”的“蚕宝宝”变得更加

靓丽。近期，一些细心的乘客发现，松

江有轨电车的车窗贴膜换新了。

在有轨电车停车场，记者看到一

辆正准备换贴膜的有轨电车。尽管张

贴了“请勿乱涂乱画”的提示，但几乎每

扇车窗的车膜上都布满了划痕，斑驳的

印记清晰可见，有的破损严重。工作人

员将破损或有划痕的车膜慢慢撕下，洗

去车上残余胶水并清洗玻璃。随后裁

剪新膜，再将新膜贴到车窗上，并刮除

水分，让车膜与玻璃严密贴合。

据悉，一辆有轨电车有 16 扇车

窗，经过一道道换膜工序，一辆车换新

需要两名工作人员花费一整天的时

间，工作量实在不小。为了不耽误车

辆运营，工作人员也只能在车辆检修

时“见缝插针”地换膜。

“有轨电车是松江一条靓丽的城

市风景线，需要大家共同爱护，希望市

民文明乘车，共同保护好‘蚕宝宝’。”

松江有轨电车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表示。

助力都市现代绿色农业产业发展

松江与市农科院新一轮战略合作开启

有轨电车车窗膜换新
城市靓丽风景线期待你共同守护

工作人员正将破损或有划痕的有轨电车车膜换新。 记者 张哲伦 摄

本报讯（记

者 彭璐）鳞次栉

比的高楼、碧波荡

漾的湖面、干净整

洁的道路……昨

日，“松江融媒慢

直播”再添一处新

城地标点位——

中 山 街 道 五 龙

湖。透过慢直播

的镜头，市民可以

欣赏到五龙湖公

园及周边区域如

诗如画的美景。

开 播 近 4 个

月，“松江融媒慢

直 播 ”已 陆 续 上

线 7个点位，包括

松 江 广 播 电 视

塔、方塔园、G60
高速、G60科创云

廊 、小 昆 山 镇 平

原 街 、中山街道

五龙湖，其中松江

广播电视塔上设

有 2 个机位。每

增设一处点位，工

作人员都会先到

现场考察周边环

境，寻找最佳拍摄

角度和高度，最终

选定架设摄像头

的地点，进行平台的直播调试。

从老城到新城，从历史悠久的

古园林到生态休闲的新公园，从现

代化城镇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24
小时不间断的慢直播，实时呈现和

记录着松江的发展变化。市民下

载并打开“上海松江”客户端，在

“直播”频道的“融媒云”首页就可

以点击观看“松江融媒慢直播”，7
个点位的画面每隔 2分钟滚动更新

一次。每天早上 6 时到晚上 10 时，

“松江融媒慢直播”将同步接入松

江广播。

接下来，松江区融媒体中心将

继续与各街镇合作，挖掘更多具有

松江特色的地标，共计划设立 15到

25个直播点位。届时，“松江融媒慢

直播”的功能将进一步完善，用户可

以通过主界面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点

位欣赏慢直播带来的别样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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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用约两天的时间连续作业，完

成 3300 余立方米混凝土浇筑。航道东

侧的对称结构计划春节前浇筑完成。”中

铁广州工程局沪苏湖铁路5标项目部总

工程师花山宏告诉记者，桥梁跨度大且

施工中跨路、跨水域，施工难度大，安全

风险高。按照工期，今年5月，桥梁边跨

现浇梁将完成浇筑；6月主塔封顶；10月

斜拉桥将实现合龙。

据悉，沪苏湖铁路跨斜塘航道斜拉

桥是全国首座采用双边箱钢混结合梁

斜拉桥，也是全国首座重载铁路（货运

铁路）和客运专线并行的桥梁，为国内

最宽的铁路斜拉桥，梁宽 29.77 米。桥

梁总长 460 米，其中跨斜塘航道主跨桥

梁长 260 米。为保证工程进度，该项目

春节不停工。在现浇梁施工前，上海枢

纽指挥部联合施工单位中铁广州工程

局项目部组建了高效专业的施工团队，

多次召开方案评审会，精准把控每个施

工节点。

跨斜塘航道斜拉桥
现浇梁浇筑

本报讯（记者 张捷） 昨天下午，松江区新业

态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推进会在开元地中海商业广

场举行。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时建英出席。

会上，“茸城 e家”揭牌成立，将近距离服务全

区快递、外卖、网约车从业者等新业态就业群体。

区委组织部、区总工会、区交通委、区司法局、区人

社局、区市场监管局、区邮政局、区公安分局和方

松街道9家单位共同成立新业态就业群体党建联

盟，并为新业态就业群体“量身定制”服务清单。

会上还启动了新业态就业群体“温暖行动”，向参

加活动的新业态从业者赠送移动充电宝、手套、围

巾、保温杯、春联等物品。

据介绍，“茸城 e家”依托现有的党群服务站

点、爱心接力站等阵地资源，结合人流量大、户外

工作者集中地段设立并优化升级而成。目前，“茸

城 e家”已在全区全面启用，为新业态就业群体送

上关爱。

新业态就业群体
党建工作推进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周丹丹） 昨天下午，2022年松

江区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全面总结去年松江经济

情况，部署新一年经济工作。副区长陈容参加。

去年，我区经济总量保持平稳增长，“十四五”

实现良好开局。全区地区生产总值1750亿元，可

比增长7%；实现地方财政收入250.1亿元，连续72
个月保持正增长，同比增长 13.4%；规模以上工业

产值 4441亿元，同比增长 7.2%；战略性新兴产业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63.6%；工业固定

资产投资预计208.34亿元，同比增长4.1%，连续两

年总量突破200亿元，位居全市第二；实现合同外

资 21.29亿美元，同比增长 91.6%，创历史新高；商

品销售总额实现3028.73亿元，同比增长13.6%，首

次突破3000亿元大关，创历史新高。

会议要求，要围绕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

业的更高质量发展，抓好战略布局和科学谋划。

全区上下要全面准确地分析研判今年形势、要求

和任务目标；围绕“6+X”产业，研究产业发展特

点；狠抓落实，统筹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各相关

部门要坚持上下结合、条块联动、横向协同，始终

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以高水平工作能力和

高质量工作作风，在强招商、推项目、促技改、抓转

型等方面狠抓落实。

会上，四家单位分别作交流发言。区科委、区

经委就产业经济和科技信息化作新一年工作部署。

2022年松江区
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为了让紧贴民生的城市交通“毛细血管”更安

全通畅，区建管委党组全面排查梳理全区“有路无

灯”“有灯不亮”的情况，先后完成了卖新公路、香

规路、沈海高速G15下辅道、九亭西大街、叶新支

路等有路无灯和老旧设施的新建及改造，累计新

装 839盏路灯。同时推出的“综小管”服务版块，

建立了路灯故障“快报快处”通道，以机制创新大

幅提升了既有路灯故障排查处置效率。

在推进夜景灯光改造提升工程中，区绿化市

容局党组深挖城市人文、历史的内涵和底蕴，先后

完成 29个“照美松江”专项建设项目和 15座G60
高速公路跨线桥美化亮化。G60科创云廊、“三桥

一阁（大仓桥、市河桥、跨塘桥、迎宾阁）”等市民游

客健身、游览的热门地点“串珠成线”，各项目点以

光影的形式勾勒出松江城市形象，照亮了松江的

门户道路，扮靓了居民生活的和美家园。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区经济工作党委

积极制定出台夜间经济相关政策，打造区内夜间

经济集聚区，在提升区域夜间经济能级的同时，也

切实增强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围绕不同节

日，在紧邻轨交 9号线佘山站的一个商圈接连推

出多个主题市集，让附近新凯大居、佘北大居居民

夜归的“最后一公里”变得热闹非凡。

转思路 开创服务工作新局面
专治“疑难杂症”，无惧“烫手山芋”。党史学

习教育启动以来，我区各职能部门转变思路，发扬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开创了服务工作的新局面。

去年 6 月，区政务服务办党组设立“办不成

事”窗口，通过多部门联动，实行首问责任制、分工

负责制、全程陪伴制等工作机制，兜底受理和解决

企业、群众办事时遇到的难题，高质高效解决“办

不成的事”。近日，一家企业在办理迁移时，被告

知接收方与实际不符。“办不成事”窗口协调区市

场监管局，经多方沟通确认，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

下，手动修改了通知单上的接收单位并加盖校正

章，让企业顺利完成了迁移手续。

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船舶通航效率低、船户

上下船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区水务局党组用“小

切口”推动大变化，不断完善升级船舶过闸管理系

统。如今，松江在全市首创的船舶过闸管理系统

使“水上ETC”成为可能。在紫石泾船闸，船舶过

闸不需要人工登记，如同汽车经过高速公路收费

站ETC门架般快速便捷。下一步，该系统还将面

向全市通航水闸推广应用，以点带面，让更多的企

业、船户受惠。

“急难愁盼”问题变成“满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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