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最大棚户区”是这样形成的

虹镇老街位于虹口区东北部，从地图
上看，不过是条东起新港路，西至飞虹路，
全长不到 500米的小路。而“老上海”耳熟
能详的那个“虹镇老街”，其实是个社区地
域概念，这是由新港路、东沙虹港路、临平
路和虹镇老街四条马路包围起来的一块区
城，占地面积约90万平方米，曾居住着超过
1.38万户人家，很长时间里都是上海市区
最大的一片棚户区。

据记载，老街得名“虹镇”，源于古时一
个叫虹安镇的市集小镇，由于水路发达，明
清时这里是乡民赶集、交易集中的场所，后
因时局和战争逐渐衰败。

虹口区档案局的资料显示，当代虹镇
老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
期。1945年到1950年，大批江浙地区的船
民和农民沿着苏州河水路来到这里谋生。
他们依伴沟壕、小河、荒地，用稻草泥巴搭
建屋子，最终在这片污水横流、杂草丛生的
区域，建起了一片属于他们生活的区域。
1953 年秋天，飞虹路的一场大火烧毁了
1000余间棚户，重建家园的居民沿着新港
路和虹镇老街两侧，搭建了大量违章建
筑。从那时起，砖木结构的房屋逐渐代替
了泥墙草屋，但生活的条件基本没有改
善。直到上世纪 70年代，这里才接通了自
来水管，实现火表分户，粪便集中清理。

上世纪 70年代中后期，随着大批知青
回沪，加上 1950年代出生的人群到了谈婚
论嫁的年纪，虹镇老街迎来了大兴土木的
最高峰。由于狭窄的居住面积无法满足年
轻人嫁娶的需求，这里的居民向空中“借
道”，扩建居住空间，多层的钢筋水泥楼房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奇特的是，因为“天
上”空间更大，楼上扩建的面积往往要大于
楼下，导致这里的一栋栋房屋外形酷似“蘑
菇”。屋与屋之间的空间无序挤压，令老街
的天际线宛如幽深峡谷中的“一线天”。这
种迷宫般杂乱无章的布局造成了难以治理
的脏乱，更滋生了社会治安问题。

告别一手买菜一手痰盂的生活

虹口区档案局的陈列室一隅，堆放着
一批虹镇老街原居民搬迁时没带走的老物
件——八仙桌、小木凳、折叠床……每一件
都清晰印刻着岁月流过的痕迹，而留下最
多的，则是 90后、甚至 80后们不曾接触过
的木制马桶和搪瓷痰盂。陈列室负责人万
俊清楚地记得，一个隐约还能看见“囍”字
的痰盂罐，是年逾七旬的周阿婆嫁来虹镇
老街时带来的。“过了几十年一手买菜一手
痰盂的生活，苦怨气肯定大。”万俊说。

老街艰辛的生活远不止“方便那点
事”，许多外人听起来不可思议的故事，当
地的居民早已习以为常。在虹镇老街住了
40多年的金根宝阿婆告诉记者，他们家面
积总共15.1平方米，却要住下五口人：晚上
孙子睡在上铺，自己睡下铺，儿子和儿媳住
在阁楼，“无处容身”的老伴直到70多岁，还
要在外面值夜班。“一方面值夜班工资高
点，补贴家用。最主要是为了解决睡觉问
题，我起床了，他正好回来休息，否则实在
没地方睡。”金阿婆的语气充满无奈。

空间狭小不说，环境更加恶劣。金根
宝回忆道，每次台风天下大雨，屋里就会

“下小雨”，“不夸张地说，有时候水能到
膝盖那么高，家里的米缸、被褥都会被
淹”。原老街居民沈志远开玩笑说，家里
是“四害动物园”，蟑螂像“连队”一样在

老街里穿梭，老鼠一个晚上捉到五六只
一点也不“稀奇”。有一次他睡觉时，感
觉脚趾头痒痒的，居然是两只老鼠在舔
他的脚。

穷街陋巷的生活环境和相似的文化背
景，催生了老街居民鲜明的处世特点：抱团
取暖。老住户孟宪梅告诉记者，尽管弄堂
里的十几户人家可能每天都会为了唯一的
那只水龙头争吵，但谁家真的有了困难，只
要喊一声，左邻右舍都会尽力帮忙。孟宪
梅记得，她和老公上班路途都很远，每天回
到家生好炉子做完饭就要七八点钟，于是
隔壁的老太太每天都提前帮着把煤球炉生
好，几十年风雨无阻。这里的生活纵然艰
苦，空间也很逼仄，但大家总是互相扶持、
彼此陪伴，“远亲不如近邻”的情谊是这种
生活状态中一抹温暖的亮色。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从1997年开始，
虹口区政府与瑞安房地产公司肩负起了虹
镇老街旧城改造的重任。历经逾20年时光
雕琢，瑞虹新城 1-7期陆续建成，成为内环
内绝无仅有的 170万平方米成熟中央生活
区。在现代化楼宇包围下，老街一隅、尚未
拆除的122街坊仿佛一座临时的博物馆，记
录着那段并不完美的“旧生活”，而它即将
在历史的洪流中一去不返。

网红商场“月亮湾”犹如一座音乐公园

“凤凰涅槃”的虹镇老街不仅建起了高
质量的住宅小区，5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商
业板块——瑞虹天地也为周边居民的休闲
生活注入了新的色彩。一期“星星堂”定位
为上海首个亲子体验型街区，这里引入了
家庭式餐饮名店、生活零售、个人护理及儿
童相关的教育服务品牌，是社区居民亲子
娱乐的“后花园”。三期“太阳宫”主打“美
食牌”，将设有全亚洲最大的环球美食汇提
供全球精选食材及特色佳肴，预计于 2020
年 5月开业。而贴上了“音乐娱乐”标签的
二期“月亮湾”，以其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
浪漫场景和商业模式上的探索创新，已是
沪上知名的“网红”商场。

这是一座“会呼吸”“有生命力”的商业
建筑。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商场布局和大同
小异的品牌门店，初来乍到者绝对会因为

“月亮湾”眼前一亮。与新天地类似的开放
式布局，建筑密度低、绿化覆盖率高，逛街购
物仿佛如饭后去公园散步般，充满了闲情逸
致。分布在园林四处的喷水池，高低起伏的
泉水模拟了由月球引起的潮汐现象，下沉式
广场顶部的月球灯光秀、地下通道内随处可
见的月球装饰、还有花海中的皎洁弯月，无

不呼应着“月亮湾”这个浪漫的名字。
“月亮湾”的特别，不仅仅在于建筑。

目前进驻的百余家商户，80%为该品牌在
虹口区的首店，15%为上海首店。在这里，
生活不只有“吃吃吃”“买买买”，还有美妙
的音乐带来全身心的愉悦……对于文艺青
年，“月亮湾”是一片独一无二的乐土。国
内最大的原创音乐机构、草莓音乐节的主
办方MordernSkyLAB摩登天空音乐艺术空
间，每年带来几百场的现场音乐表演；现场
音乐酒吧——TZHouse弹指之间不仅有业
内一流的音乐人阵容，更有专业细腻的音
响系统带来的视听体验；音乐文化传播平
台萨恩音乐主推音乐教学和音乐录音，将
专业录音棚搬进了商场，让普通消费者也
能过把“明星歌手瘾”。

“力争把月亮湾打造成为上海年轻人
音乐娱乐消费的大本营。”这是曾经提出的
定位。如今，“月亮湾”已成为社区商业的
最成功案例之一，被广泛学习和推广。它
是生活消费体验新场所，或许也是未来商
场的雏形和模板。假以时日，人们再提到

“虹镇老街”这四个字时，脑海里首先蹦出
的不再是脏乱差的棚户区，而是这些走在
时代最前沿的繁华商场和最时尚、最流行
的生活方式。 来源：文汇报

40条马路见证上海改革开放40年

虹镇老街：你好！新生活

——相关链接——

月亮湾里那些“网红店”

Mordern Sky LAB摩登天空

月亮湾里最著名的音乐地标当属
MordernSkyLAB摩登天空了。摩登天空是
目前中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新音乐独立
唱片公司，草莓音乐节就是它主办的。月
亮湾内足足三层楼高的ModernSkyLAB是
其上海首店。这个自带时髦气息的集成店
融合了 LiveHouse、画廊、文创商店以及咖
啡和精酿吧。

每逢知名歌手来演出，LiveHouse就会
人气爆棚。由于场地不大，观众站在前排
就能与大咖零距离互动。现场的音效灯光
都很棒，氛围也非常好。拥趸们看演出之
余，顺便喝点咖啡，买点文创产品，绝对是
一种沉浸式的独特体验。

竞界电子竞技体验中心

竞界电子竞技体验中心2016年8月18
日成立，是国内首家综合性自主品牌电竞
中心，占地面积室内1800平方米，室外500
平方米，包含传统电子竞技内容、VR电竞
内容和移动电竞内容。电竞中心内设电竞
体验区、直播间、战队训练室、VR体验室、
赛事区等十大区域。其中赛事中心拥有宽
12米、高六米的超大高清液晶显示屏，可以
让观众看清比赛每一个精彩的操作。

强大的硬件配置，酷炫的装修风格，不
定期举办的电竞比赛，还有电竞明星和网

红主播经常出没助阵线下活动，竞界电子
竞技体验中心是一个会让游戏电竞迷们流
连忘返的地方。

舒穆禄氏乌拉满族锅

舒穆禄氏是女真古老的姓氏，也是该
店老板娘的姓，其祖先是清朝镶蓝旗贵族，
时任军中伙食长。她把家传正宗满族火锅
带来了上海，带进了月亮湾。店的大门口
就放着把龙椅，旁边还有很多宫廷服饰供
人穿戴造型。服务员都身穿宫廷服饰，店
内的装修饰物也是清代宫廷风格。“皇上驾
到”“皇后吉祥”……顾客一进店门就会听
到这样的招呼声，仿佛一瞬间穿越到清朝。

满族火锅与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形式上
区别不大，主要的特色是锅底截然不同，汤
底加入鸡肉、蟹、海鲜贝类、枸杞等多种配
料，鲜美无比。无论味道如何，体验一把

“皇阿玛”吃火锅，也是件其乐无穷的事情。

偌大申城，家喻户晓的大小马路不胜
枚举，但没有一条似昔日虹镇老街这般令人

“谈虎色变”、望而却步。在很长时间里，这
里一直是上海市区内最大的棚户区，由于放
眼望去一片“脏乱差”，甚至被“老上海”戏称
为“下只角”“穷街”。平日里，街上没有公交
车往来，“差头”司机不愿光临，附近的居民
即使绕路，也要远离这块“是非之地”。

进入新世纪，虹镇老街逐渐展露新

颜。直至今年 8月，整个片区旧改彻底完
成。自此，棚户砖瓦房旧址上，一栋栋现代
楼宇渐次矗立；沿街而建的国际级综合性
社区瑞虹新城陆续建成七期，约 5500户人
家在此安家，包括来自32个国家的外籍人
士。与之配套的是由新天地原班人马打
造、总体量高达 55 万平方米的瑞虹天地
——这些将购物、餐饮、文化、娱乐、休闲等
都市繁华项目融入百姓生活蓝图的现代化

商场，拥有一串动听的名字——太阳宫、月
亮湾、星星堂……

有街巷处有人家，因为一方天地，数缕
生命相聚在一起，自有它的喜乐，自有它的
冷暖。改革开放 40 年，从“老街”发展到

“新城”，这不仅是居住形态的今昔变迁，更
是生活方式和城市图景的新旧更迭。挥别
过去，拥抱崭新的生活方式，虹镇老街或许
就是最佳的缩影。

记者手记>>>

“棚户区”，再见

今年 8月 9日，虹口区 122街坊二
轮征询首日正式签约率达到 90.55%，
超过 85%的签约协议生效比例。这个
街坊的成功征收，意味着整个虹镇老街
地区的旧改彻底完成，全市知名的老式
棚户区也真正成为历史。

虹镇老街地区是由新港路、东沙虹
港路、临平路和虹镇老街四条路围起来
的一个长方形街区。作为历史悠久的
棚户区，其名声在上海可以说是家喻户
晓，曾被戏称为“上海滩棚户区最后的
部落”。这里曾住着超过 1.38万户人
家，人口密度高，而且居住条件简陋，走
进老街的许多弄堂就像走进迷宫，抬头
只能看到“一线天”，脚下还要当心堆在
路上的各种物件。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虹镇老街地
区开始改造。经过 20年的努力，虹镇
老街地区从“棚户区最后的部落”变为

“北上海的新天地”。据悉，瑞虹新城
1-7 期社区陆续建成，虹镇老街已经
化身融住宅和商业多种业态于一体的
社区。

在虹镇老街美丽蜕变的同时，经过
多年不间断改造，打浦桥、苏家巷、“三
湾一弄”、爱国二村、公助一村等上海

“著名”棚户区，都已渐渐成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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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松江和金山开展非本市户籍家庭申请试点

“以后，我们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方便多了。”近日，
虹口区人才服务中心花园坊职称申报点正式揭牌。这是花
园坊工会联合会依托职工服务中心服务非公企业职工、优
化人才服务环境的一个新举措。

虹口区广中路街道花园坊工会联合会以服务为先，凝聚
人心的理念。以职工需求为导向，根据园区内不同层次不同
行业不同体制企业职工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项目，让广
大职工深深体会到：有没有工会联合会，获得感完全不同。

第一类是上级工会资源衍生项目，针对非公企业职工，
依托市总工会资源举办多次“上海工会服务大篷车进园区”
活动，设立“公益乐学”花园坊分部。第二类是契合时令的
文娱活动，充分利用中国传统节日，举办形式多样的传统活
动。在元宵节来临之际，组织园区青年做汤圆，在一饱口福
的同时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
节，举办广中路街道七夕联谊活动，积极为园区单身男女牵
线搭桥。第三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定制咨询活动。不同层
次的职工在工作生活中最需要什么，这是服务中心在设计
活动时考量的标准，针对非公企业职工，适时推出法律咨
询、维权知识讲座，一线职工也能得到相应指导；针对高级
人才，邀请区人社局开设专场，面对面答疑解惑。当了解到
外地来沪白领落户上海的诸多难题，工会联合会积极争取
虹口区人社局和广中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支持，达成在花园
坊工会职工服务中心设立“虹口区人才服务中心花园坊职
称申报点”的共识。通过紧贴人才需求，使专业技术人员能
就近、就便申报职称材料，优化人才服务环境。

工会联合会在立足园区工作的基础上，以龙之梦商圈
为中心的“党建15分钟活力圈”，充分发挥花园坊工会联合
会的枢纽作用，形成花园坊、龙之梦、运动 loft等“职工服务
中心、站、点”三级服务网络。让工会会员步行不超过15分
钟就能享受到工会优质贴心服务，增强工会工作的凝聚力
和影响力。 来源：劳动报

花园坊工会联合会打造“15分钟活力圈”

以职工需求为导向提供服务

家庭住房困难、关心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亲们注意
啦！继金山、长宁、奉贤、崇明公布共有产权保障房申请信
息后，浦东新区于今起至2019年1月20日开展新一批共有
产权保障住房的申请受理工作；而虹口区新一批共有产权
保障住房咨询受理工作也于本月启动。据悉，非本市户籍
家庭也可申请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本次试点在虹口、松江和
金山三个区开展。

据悉，浦东新区定于 11月 20日至 2019年 1月 20日开
展“2018年（第七批）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受理工作，节
假日除外，逾期不再受理。

申请受理结束后，按照相关规定展开初审、复审及公示
工作（审核通过家庭由区住房保障机构发放《登录证明》）；
审核结束后由区住房保障机构，公开组织进行摇号轮候排
序；并根据房源建设调配情况开展看房、选房、签约等工作
（上述工作的开展住房保障机构将书面通知申请通过家
庭）。因选房等事项不受申请受理时间先后顺序影响，在申
请受理期间，申请家庭可结合自身实际，并根据各街镇计划
安排，有序到户籍所属街镇明确的时间、地点咨询和提出申
请。符合标准的本市城镇居民家庭，可以申请购买共有产
权保障住房。

而虹口区第七批（2018年）共有产权保障住房咨询受
理工作于11月20日正式启动，除了本市户籍家庭外，非本
市户籍家庭也可申请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据悉，本次试点
在虹口、松江和金山三个区开展。 来源：青年报

河流是一部流动的历史，是城市的灵
魂。纵观全球城市，河流塑造了一座座城市
的独特气质。从国际上来看，著名滨水区大
都经历了由生产功能重返城市生活的转变
历程。

日前，记者从2018世界城市日——上海
论坛上获悉，黄浦江和苏州河已经成为上海
迈向全球卓越城市的发展主动脉。未来，一
江一河还将最大程度地实现滨水空间开放，
并融入城市公共空间网络，为市民提供类型
丰富、舒适宜人的公共活动区域。也就是
说，一江一河将成为上海开放度最高、为大
众公平共享的“城市客厅”。

苏州河：
预留通道实现临河可见河

在当天的论坛上，市规土局局长徐毅松
介绍说，对接“上海2035”提出的“建设更富魅
力的人文之城”发展目标，一河两岸地区将打
造苏州河历史文化之旅，形成滨水活动中枢、
文化艺术地标和市民休闲地带。苏州河两岸
则更强调生活气息：它是多元功能复合的活
力城区；是尺度宜人有温度的人文城区，更是
生态效益最大化的绿色城区。未来，将成为
与市民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滨水场所。

为了建设富有活力的滨河功能带，上海
将加快沿河各片区文化、创新、生活服务功
能建设。强化水上旅游功能，策划主题游览
线路，新增 7处旅游码头，实现水陆联动；开
展龙舟赛、皮划艇等水上活动，形成多姿多
彩的水上生活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河中心城段目前已
经贯通26公里，两岸42公里岸线将在2020年
前实现全部贯通。届时会打通64个断点，同
时在北苏州河路、南苏州河路、光复路等核心
段道路采取机动车管制措施，增加慢行空间，
提升环境品质。对于近期无开发意向的地
区，在2020年前预留退让6米防汛通道，结合
通道设置休闲步道，实现临河可见河。

黄浦江：
沿岸贯通继续向南北推进

黄浦江是全球城市核心功能的空间载
体，也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贸易、文化
创意、科创研发功能的汇聚地。

在功能上，黄浦江聚焦“上海2035”总体
规划的“五个中心”建设要求，大力拓展经
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产业；打造世博两岸、杨
浦滨江南段、徐汇滨江三大文化集聚区，建
立浦江文化品牌，丰富文化设施层级；高标

准建设世界级水岸游览项目，形成水陆联
动、多元体验的游憩空间。

例如北外滩地区，位于虹口区南部，与
陆家嘴、外滩隔江相望。作为“上海2035”国
际航运中心功能的核心承载区，在建筑总量
基本维持不变的前提下，着眼更大区域联
动，将打造成为卓越全球城市中央活动区的
标杆之一。

黄浦江沿岸贯通继续从核心段向南北
推进。针对郊野生态段、一般城市段、中央
活力段等分类分级，差异化增加了垂江道路
和慢行通道密度；加密慢行垂江廊道与地铁
站点、公共服务设施、小型广场、水上巴士码
头、公交车站等节点的联系；同时，对重要的
垂江通道慢行环境进行了提升，针对地块内
部通道、滨水沿路绿廊、商业生活型街道三
种通道提出适宜策略。

同时，加强滨江与腹地联系，建设慢行
缝合的两岸空间，核心段慢行通道平均间距
不超过 200米。设置便民服务、应急医疗等
多类型服务设施。

世博文化公园：
新建温室花园、马术公园等

为了强化生态功能，设定了不同功能区

段生态空间比例，黄浦江沿岸规划将新增大
型生态空间近1000公顷。在此基础上，将进
一步加强滨水与腹地生态空间的连通，增强
生态网络韧性，提升区域整体生态效益。

在寸土寸金的浦东滨江，规划了近2平方
公里的世博文化公园，将建设成为“生态自然
永续的大公园、文化融合创新的大公园、市民
欢聚共享的大公园”。这是上海完善生态系
统，提升空间品质，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重大
举措，也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理念的
最佳诠释。公园保留4个世博场馆，新建温室
花园、上海大歌剧院、马术公园，打造世界级
的文化公园，已于2017年9月底开工建设，计
划2021年基本建成开园。

苏河湾浙北绿地是苏州河畔标志性的
绿地空间。绿地通过内部广场和地上地下
连廊，塑造立体复合的慢行空间体系。绿地
内复建历史建筑，注入文化功能，形成绿脉、
水脉、人脉、文脉四脉相承的活力新地标。

黄浦江、苏州河两岸也是上海历史风
貌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一江一河将延续
文化风貌特质，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
地标，并针对滨水天际线和地区色彩进行
引导，加强新建建筑高度与高层建筑形态
管控。 来源：新闻晨报

苏州河42公里岸线2020年前贯通、世博文化公园2021年对外开放

一江一河将成为“城市客厅”

▶▶ 瑞虹天地月亮瑞虹天地月亮
湾见证了社区的成长变湾见证了社区的成长变
迁迁，，并尝试用文化艺术并尝试用文化艺术
增加新设施的附加值增加新设施的附加值。。
今年中秋节今年中秋节，，上海戏曲上海戏曲
艺术中心在这里开设了艺术中心在这里开设了
““戏曲课堂戏曲课堂”；”；此前此前，，世界世界
知名的知名的““teamLabteamLab 水晶水晶
烟花烟花””也将这里作为中也将这里作为中
国首展的场地国首展的场地。。

虹口区欧阳路街道养老护理行业工会联合会自去年成
立以来，积极探索工会工作新路子，组建覆盖和服务拓展齐
头并进，用心打造出“五心”服务品牌。

欧阳路街道是全市老龄化程度最高的辖区之一，社区
内呈现出养老机构多、养老护理人员多的“两多”特点，此外
养老护理人员呈现分布散、流动大、劳动关系复杂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街道总工会成立了养老护理行业工会联合
会。组建后，街道总工会整合资源，用多种形式拓展养老护
理行业工会联合会的服务阵地。首先，街道总工会牵头组
织网格工会联合会与养老护理工会联合会签约对接，把养
老行业工会联合会工作纳入到网格片区服务站，充分利用
网格服务站区域，共享服务资源，扩展养老行业服务阵地和
服务形式。其次成立四大活动载体，建立“护理员职工之
家”，打造护理员的心灵港湾；建立“职工书屋”，为护理人员
充电、休息提供空间。并在“职工书屋”配备护理相关书籍，
让护理员们休息充电两不误。建设护理员“亲子驿站”。护
理员的子女们在寒暑假期间可以共享服务资源。联合会定
期在网格服务站为护理员工及其子女们举办亲子活动，让
一些外来护理员工感受到工会家庭的温暖，建立“护理女工
之家”。在网格服务站建立“女工温馨之家”，为女护理工提
供“三期”休憩室，作为职工服务站的延伸。建立“关爱老人
服务之家”，定期组织护理员与老人们开展心理沟通、行为
互动等各种文体、娱乐活动，让老人们更理解支持护理员的
工作，让护理员们增强了职业责任感。

一年多来，欧阳路街道注重打造工会联合会高品质服
务品牌，在养老护理行业打造了“五心”服务：“上进心”，技
能提升与练兵。在第四网格服务站，联合会每季开展护理
员业务培训班，鼓励每个护理员积极参与岗位资格培训考
试，成为养老护理行业的优秀能手。“关心”，护理员心理慰
藉。通过心理港湾咨询项目，让护理员与服务对象沟通、互
动活动，为护理员疏压减压，保持心理健康提供保障；“清
心”，保障护理员合法权益。为广大护理员们提供免费法律
援助服务。联合会每月派律师进网格服务站，为养老护理
员工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解决劳动争议等方面法律援助
服务。联合会每年督导行业各家单位集体合同和工资协商
的合同签订工作。为每个入会会员及时办理会员卡，让每
个会员及时享有会员福利和保障；“省心”，及时给予护理员
帮困救助。对养老护理员开展冬送温暖，夏送清凉活动。
对大病重病职工进行慰问以及助学帮困、困难家庭帮困补
助，使广大养老护理员感受到行业工会的关心和温暖；“开
心”，组织护理员开展各项文体活动。养老行业联合工会每
年组织一批先进养老护理职工参加体检、疗休养等活动。
联合会还组织职工积极参加街道总工会举办运动会和各项
文体活动以及各项体能比赛，增强了养老护理行业队伍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

养老护理行业工会成立一年多来收效明显，员工找到了
工会组织，解决了入会难题、企业方得到了实惠、护理员权益得
到了保障、一大批护理人员踊跃加入工会组织。来源：劳动报

浦东虹口启动共有产权保障房申请房申请

欧阳路街道养老护理行业工会联合会拓展服务形式

倾情打造“五心”服务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