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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下镇打造 24 小时不打烊的网上村民事务受理中心

微信群里一声
“吼”为民办事有效率
文/记者 杨清悦 通讯员 何洁
“以前啊，我们农村通讯基本靠吼，
安保基本靠狗。”金山区廊下镇景
阳村村民干保根的玩笑话虽然在
通讯发达的今天看来并不准确，但
也确实能从侧面反映一些村民管
理问题。
“现在可不一样了，只要大
家在微信群里‘吼’一声，全村人都
知道了。村里办事效率也高多
了！”据悉，廊下镇 12 个村 2 个居委
会、1 个管委会日前建立了村级微
信群，这些群已成为 24 小时“不打
烊”
的村级事务受理中心。
“村里南面一条路上转弯处，
有两棵大树遮挡住了反光镜，汽车
开 过 看 不 清 楚 对 面 情 况 ，有 点 危
险。”7 月末的一天，廊下镇景阳村
村民黄永健在上班路上发现村级
道路存在安全隐患，就将这一现象

cm

发在了村民微信群里。“马上派
人去查看，及时处理尽快解决。”不
一 会 儿 ，群 里 的 村 干 部 就 回 复
他。 当天下午黄永健下班回家，
就看到遮挡反光镜的树枝被修剪
了，反光镜也擦过了。黄永健说，
自从村里建起了村民代表微信群，
解决问题“以小时计”的工作效率
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
记者了解到，目前廊下镇 12 个
村 2 个居委会、1 个管委会均已建立
了村级微信群，这个微信群的意义
也已远远超出最初的设想。除了
反映一些村里的情况，入驻在村里
的农场主们只要有新品上市，也会
在群里“吆喝”一声，
“群友”们也会
争先帮忙转发，有了来自村民们的
夸赞，这些瓜果蔬菜也卖得分外有
底气。 中民村党总支书记陆民芳

告诉记者，村里“80 后”、
“90 后”外
出工作的较多，大多数都往城市里
跑，自从村里结合本村的特色建立
微信群后，那些外出打拼的本村人
也能从网络上了解到家乡发生的
变化了。住在市区的中民村人陈
丽慧难得回家，但是村里发生的大
小事情她都通过这个便民群得
知。有新鲜瓜果上市，她也会给同
事推荐。陈丽慧笑称，三年前，她
父亲还在用老人机，如今却已成微
信达人，还教会了一群埭头上的邻
居用微信，
分享信息。
“太漂亮了，以后我们村会变
得越来越好。”
“ 这个真不错，咱们
村要给其他村带个好头。”……廊
下山塘村党总支书记陈冬林如今
已成为村里的微信红人，他时不时
地把南北山塘建设的规划发在自
立秋后，上海的气温总算有所平稳，在奉贤区上海艾妮维农
产品专业合作社，生产技术人员正在大棚内查看绿叶菜生长情
况。据介绍，在﹃夏淡﹄期间，该合作社每天向市区各大超市供应
绿叶菜 吨
文 摄/ 记者 杨清悦
2 左右。

 抓拍

己的朋友圈，一条信息吸引上百个
赞已是稀松平常的事。 陈冬林打
开微信，置顶的只有两个群，一个
是分享信息的山塘村村民群，还有
一个是布置工作的村务工作人员
的群。
“ 自 从 有 了 微 信 群 ，简 化 了
‘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渠道，办
起事儿来都要比以前更加有效
率。”陈冬林介绍，名为“山塘一家
亲”的微信群建立不到 3 天人数就
超过了 100 人。目前，全村 743 户人
家，平均每 5 户人家出一个村民代
表加入村里的微信群。村“两委”
定期通过微信群向村民发布法律
法规、惠民政策、民族团结等相关
宣传内容。此外村内动态信息、招
工信息、妇女两病筛查和 65 周岁以
上老年人免费体检等信息都能通
过微信群传递到每家每户。

■热议⇨⇨⇨
“每一个平凡人的善举，都
会是一盏盏璀璨的明灯，点亮
千家万户，照耀世人心灵。如
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跟这些孩
子一样，做善意的拥护者，而非
旁观者，那么我们身边就自然
会有更多的‘真善美’。”菉葭苍
苍认为年轻人在涵养新时代的
“精神气质”
“追求‘第一高楼’是现代
社会的一种病态。对已建与在
建高楼再说反对或许有些马后
炮。但对于更多尚未付诸实施
的高楼规划，更多尚未开建的
豪华楼堂馆所，是否该用法律
制度来树立一个界桩呢？”
叶祝颐呼吁给“第一高楼”
开一剂退烧药

申城多座跨江大桥进入"大
修期" 杨浦大桥已于 8 月
初启动

杨浦大桥大修工程已于 8 月初
启动，工期约为 180 天。而上月 10
日起，上海另一座备受瞩目的大
桥———G40 沪陕高速长江大桥，
主桥面也拉开了大修帷幕，工期
约 71 天。更早的三个月前，上海
首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松
浦大桥也提早“休养生息”，进行
改造大修。据介绍，杨浦大桥大
修工程 8 月起对匝道进行施工，涉
及周家嘴路南侧上下匝道、河间
路/临青路上下匝道及浦东大道上
下匝道。

中德联手在沪搭建青少年
科创教育平台

SGI(Smart Green Innovative)
德国青少年科创教育张江校企联
动科创平台日前在上海启动，为
中德两国科技创新合作增添新成
果。据介绍，德国 SGI 青少年科创
教育项目由德国先进工业科技研
究 院 和 德 国 ITQ 集 团 共 同 发 起 ，
致力于为不同国家的青少年提升
创造和实践能力，在德国乃至欧
洲颇具影响力。

去非洲“避暑”旅游今夏
意外走俏上海
申城今夏酷热，“非洲小伙在
中国被晒晕”的消息也频频见诸
报端，于是不少上海游客萌生了
去非洲大陆“避暑”旅游的念
头，一时间让这个之前略显“小
众”的出境线路意外地“火”了
起来。步入 8 月盛夏，中国大部地
区均陷入高温炙烤，寻找一处清
凉避暑之地显得愈发困难，而在
南半球的大多数地区，此时正处
于最佳的旅行时期。

闵行区民政局、闵行区社会团体管理局

2016 年 度 年 检 公 告
（上接 8 版）

社会团体年检合格名单：

上海市闵行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会
上海市闵行区老舅妈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技术经纪促进会
上海市闵行区现代家庭教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戏剧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街道老年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港航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文化体育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旗袍爱好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晚霞老年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社会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许浦社区服务管理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人大工作研究会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文化体育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老年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党建研究会
上海市闵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
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老年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腐蚀科学技术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慧之源科技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改制企业服务管理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文化体育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蒲溪书画研究会
上海市闵行区作家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音乐家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场地高尔夫球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围棋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老年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警察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老年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渣土处置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得涧书画研究会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文化体育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乐拍摄影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社区文化体育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高端人才创新创业发展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殡葬管理服务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体育舞蹈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自闭症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舞蹈家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青年企业家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美术家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市民文化广场管理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足球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民营企业园区商会
上海市闵行区老年书法家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新虹街道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京剧票友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书画研究会
上海市闵行区摄影家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质量技术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财会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反邪教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书法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老年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产业园区服务管理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工商行政管理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供销合作经济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政协之友社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体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闵行中学校友会

上海市闵行区工业开发技术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宠物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钓鱼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门球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民防协会
上海市闵行汽车用品电子商务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自然之友生态保护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铸锻学会

下列 8 家社会团体年检基本合格：
上海市闵行海外联谊会
上海市闵行区国际标准舞协会

下列 18 家社会团体年检不合格：
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普及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曲棍球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侨商会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企业发展促进会
上海市闵行区红十字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