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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浓浓的乡情，党组织把温暖化为行动，深深吸引了我”

今日看点

7

热线追踪
投诉人退卡程序8月9日前完成

全国首个跨省流动党组织“天台县在沪流动党支部”成立24年

这些“断线的风筝”在上海找到了家
■本报记者 周楠
23 时许，上海市虹口区。大街上的喧闹
已经消退，然而一群由天台来上海做生意的
农民党员， 还在开他们的党支部生活会。这
样的组织活动，他们已经坚持了 24 年。
1995 年，在上海虹口区曲阳路 988 号一
栋不起眼的小楼里，全国第一个跨省流动党
组织——
—天台县在 沪 流 动 党 支 部 成 立 。 当
时， 两地组织部门签订双重管理协议书。在
多年的共同探索中，天台与虹口形成以“流
出地与流入地共同管理、服务创业地与服务
家乡”为主要内容的流动党员“双重管理、双
向服务”工作模式。目前，这一模式已走出长
三角地区，向全国各地推开，并成为在全国
有影响的党建品牌。
眼下，天台与虹口再度联手。近日，天
台·虹口深化流动党员“双重管理 双向服
务” 助力长三角一体化主题活动在上海召
开。双方签订一体化发展协议，合力打造两
地跨区域隔空合作的平台。记者了解到，两
地确定了十大项目，涉及党建共建、产业共
赢、治理共抓、人才共 育 等 方 面 ， 谋 求 在 更
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实现联动
发展。

有了“双重管理”，在外如在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大批天台农民像
候鸟一样外出闯荡，先后有 3 万多人涌入上
海，其中有为数不少的流动党员。很多人的
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党
员身份。但长期以来，他们处在“税费当地
收、党费往回邮、组织生活年底凑、怀揣关系
到处游”的状况。
“申请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我们自己
集中起来学习，每月就在上海过组织生活。”
很多天台籍在沪经商流动党员萌发了这样
的念头， 甚至还有人向天台县委组织部写
信，表达流动党员们的心愿。

上海获批创建邮轮旅游示范区
国内首个邮轮港进境免税店将开业
本报讯 （记者 李宝花）近日，国家文化和
旅游部批复上海创建中国首个邮轮旅游发展示
范区， 这是上海2012年获批中国首个邮轮旅游
发展实验区的全面升级， 将在邮轮旅游政策创
新、辐射范围、服务能级等方面实现跨越。
上海港邮轮业务连续三年登顶亚洲第一，
五年问鼎全球前四， 占全国邮轮市场 63%。目
前， 上海港在全国 15 个邮轮港口中稳占鳌头，
成为全国首个邮轮港口服务标准化试点， 建成
世界最大邮轮变频岸电系统和亚洲首套邮轮岸
电系统，建设全球第一个邮轮港海事交管中心。
在邮轮全产业链上，上海从上、中、下游三
方面积极推动， 实现产业链的实质性启动。上
游，积极推动邮轮设计建造，与中船、芬坎蒂尼、
招商局等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船与嘉年华、芬
坎蒂尼签订总价近 50 亿美元的“2+4”艘大型
邮轮制造合同，国产大型邮轮制造正式启动；中
游， 推动邮轮总部基地建设， 吸引占据全球
82%市场份额的前四大邮轮公司先后在上海开
启亚洲首航；下游，完善邮轮港购物休闲配套，
近两年口岸出境免税店营业额年均 1.2 亿元，
坪效达每年 24 万/平方米。与此同时，营业面积
达 1700 平方米的国内首个邮轮港进境免税店
将于今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正式开业。

定，由县财政给予
分级奖励，同时发
动流动党员自发
集资，以入股方式
进行投资，每年的
收益纳入流动党
员活动基金。
天台县在沪
流动党委书记许
瑞明说：“有了‘双
重管理’， 在外就
如同在家。 如今，
天台县在沪流动
党委已下设 9 个
党支部，有 300 余
名党员。各流动党
支部组织生活每
天台县在沪流动党委北京路支部党员慰问老人。
（资料）
月一次， 精心设
计，既有党务知识
经过实地调研，在天台县委组织部和虹
教育、专家学者讲座，也有身边创业成功人士
口区委组织部的共同努力下，1995 年天台县
的经验交流，每次出勤率均达 99%以上。”刚从
在沪流动党支部宣告成立。
天台来到上海，党员陈孝兴一度以为流动党支
在部队入党的庞尧学，1996 年离开老家
部只是开会务虚。参加几次组织活动后，他改
平桥镇庄前村，只身来到上海。一来远离家
变了看法：“这里有浓浓的乡情，党组织把温暖
乡，二来找不到党组织，他感到“无家可归”
化为行动，深深吸引了我。”
的憋闷，就像“断线的风筝”。在打听到上海
把组织生活会办成信息共享平台
有个天台人的党组织时，庞尧学马上赶去报
到，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大上海、天台山，均为创业地；外出闯、
面对流动党员教育学习缺失、基本权利
—党在心中。”北京路
回乡干，都是有为人——
无法正常行使、党性逐渐弱化等困境，天台
支部活动室的一副对联，诉说着天台流动党员
在第一个跨省流动支部（2008 年升格为流动
的心声。
党委）成立后，灵活采取依托式、区域式、联
据初步统计，天台籍人员在上海创办具有
合式等多种方式建立流动党组织。虹口区也
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1800 多家， 创办各类市
与天台建立定期联系通报、职责分工等各项
场 10 多个， 资产 1 亿元以上的经商办实业能
制度。每届区党代会代表选举，虹口都安排 1
人就有 100 多人，总资产超 600 亿元。
个名额给驻沪流动党组织。
也因为如此，流动党组织还把组织生活会
为让在外的“候鸟”安好家，天台注重流
搭建成信息资源共享、 商机合作共赢的平台。
动党支部标准化建设， 采取 “以奖代补”形
从一个沙发小作坊， 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企业，
式， 每年对各在外流动党组织进行星级评
在沪流动党委虹口支部书记吴武军坦言“这离

不开党组织这个信息平台”。
他说：“党员有需要都会到我厂里采购，也
会介绍亲朋好友来，合作多了，信息灵了，发展
自然快了。”在发家致富的同时，吴武军不忘家
乡，带头回乡投资总规模达 2 个亿的创旗村田
园综合体项目， 每年给村民的工资支出近 100
万元，帮助村里修缮路灯、慰问老人、帮扶贫困
群众。
家乡需要项目，在沪流动党员就回乡办企
业，现已创办 40 多家，实际完成投资总额近 10
亿元，创造利税 3000 多万元。家乡需要推销旅
游、募集善款等，他们积极响应。20 多年来，流
动党员每年无偿捐给家乡的钱物价值 500 万
元以上。 还有多名流动党员带着经验回乡，担
任村里“一把手”。
流动党员融入上海有了成就后，也会主动
回报上海。 于培财是静安区一位残疾孤老。因
为安装假牙，认识了开牙科诊所的天台流动党
员蒋定杰。知道老人的情况，蒋定杰承诺为老
人免费服务。十几年下来，蒋定杰不止免费服
务，还不定期上门看望。老人感动之下，给上海
市委书记、天台县委书记写信，蒋定杰的故事
方才为人知晓。流动党员也和虹口一些街道的
困难老人结对子，为老人送上大米、食用油等
生活必需品，逢年过节还送上红包。
“流动党员牵线，虹口天台结缘。”天台县
委书记管文新表示， 将进一步健全流动党员
“双重管理、双向服务”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流
动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流动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以项目为支撑，创新合作机制，拓展合作
领域，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深化区域联动发展。
在虹口区委组织部长杨春花看来：“天台
驻沪流动党组织 24 年的发展历程证明， 加强
党的建设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引领作用。天台与虹口管活、管顺了
流动党员，将党的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有机结
合起来，将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积极性都调动起
来，实现了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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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本周末开放
8000㎡水岸绿地
蒲汇塘（宜山路——
—漕宝
路）两岸景观提升工程近日接
近尾声，华石路桥至田林东路
桥东侧（爱建园段）目前已初
步具备开放条件，预计 8 月 10
日对市民开放。该段两岸开放
面积约 8000㎡，河道两岸建有
彩色沥青步道、栏杆、景观照
明等。据了解，整个蒲汇塘（宜
山路——
—漕宝路）两岸提升工
程计划于今年底完工，工程总
面积约 44294.6㎡。
蒲汇塘又名蒲肇河。西起
松江区蟠龙港， 东流经闵行、
长宁，至宜山路附近转为南北
向，最终汇入漕河泾港，全长
19 千米。徐汇区内蒲汇塘段流
经虹梅、 田林及漕河泾街道，
跨虹梅路、桂林路、宜山路、田
林东路、漕宝路等主要道路。
见习记者 孟雨涵 摄影报道

需要携带手机设备
往苹果维修点检测
■本报见习记者 栗思
8 月 2 日，本报刊发《便捷“虚拟交通卡”反让人
添了堵》一文，报道了彭先生等苹果设备用户手中
设备损坏后，设备内绑定的虚拟交通卡无法自行转
移至新设备，向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和苹
果公司求助退卡时，又遭遇推诿，辗转多次仍旧无
法退卡或移资。之后，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
司主动联系本报，就目前交通卡的设计理念和退款
流程进行了解释。

交通卡设定为“脱机交易”
据称，由于交通卡要保障实时扣费、快速通过
的产品特性，从设计初便设定为“脱机交易”，即用
户所有的消费信息都在交通卡里，卡是用户唯一的
介质，“相当于每张卡就是一个钱包。” 而虚拟交通
卡也是一样，哪怕设备发生损坏，交通卡的余额依
旧存在于设备的芯片里。
交通卡公司解释，在正常情况下，用户的苹果
设备发生损坏后， 会进入苹果公司的送修流程。随
后，苹果公司负责将用户的交通卡信息从设备里擦
除，再将工单（即维修编码）传至交通卡公司。在这
种情况下， 用户通过交通卡的客服提出退卡申请，
工单验证通过，客服就能继续后续的操作。
而报道中提及的彭先生、 金先生和马先生，他
们三人出于各种原因，损坏的旧设备并未进入苹果
的维修流程，苹果公司也未得到授权抹除用户芯片
上的交通卡信息，交通卡公司也就无从确认设备是
否处于损坏状态。假设交通卡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将
钱款退给用户， 用户转而再去其他维修点修好设
备，这张交通卡还是可以继续使用。交通卡公司解
释未帮助三人退卡正是基于上述顾虑。
事实上， 老设备损坏后直接更换新设备的人不
在少数。对于这些“没有进入维修流程”的设备，该如
何建立合理的退卡流程？据了解，华为、小米等一些
品牌设备发生损坏且无法修复的问题时， 这些公司
会替用户将不送修的设备内交通卡信息进行抹除并
为用户发起退款，再由交通卡公司进行后续操作。但
苹果公司并无类似的服务机制。

投诉人退卡程序本周完成
8 月2日，交通卡公司与报道中涉及的几位投诉
人取得联系，帮助他们退卡。相关退卡程序将于8月9
日前完成。此外，为建立用户退款、移资的长效服务
机制，8月3日上午， 交通卡公司紧急联系苹果公司，
就如何做好“用户不送修损坏手机”的后续退卡服务
召开商讨会。经讨论，双方完善了退卡流程，针对“不
选择官方维修”的损坏设备新增退卡处理办法。
处理办法显示，若用户因手机损坏原因导致手
机上虚拟交通卡无法继续使用，需携带手机设备至
苹果指定维修点检测。检测后，若选择官方维修，则
按原流程操作，先保留好维修单，在收到维修好的
手机后，拨打 12319 客服热线进行原手机内虚拟交
通卡的退款登记；若不选择官方维修，则需携带苹
果出具的检测单以及身份证件，至上海交通卡公司
服务中心登记受理退卡事宜。

大众交通联手华为推进智慧交通建设

安全驾驶智能风控平台成立
本报讯 （记者 李蕾）日前，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经达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华为上海研究所共同签署三
方框架合作协议。三方将在 5G、云计算、大数据等
多方面进行技术合作和应用推广，共同打造大数据
安全驾驶智能风险管控平台。
华为中国区副总裁叶长林介绍，此次合作领域
不仅限于 5G、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先技术在交通领
域的互娱智能终端车载设备的应用，还包括车辆智
能调度系统的应用，安全驾驶智能风险管控平台的
应用及三方为共建城市交通营运管理标准化体系
的合作，推进智慧交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