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汇推“ 文化一卡通”看戏听曲全免费
首批发放33000张卡 申领工作已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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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午，在徐家汇的美罗大
厦底楼大厅里树立起了一张海报，

“ 一卡在手，悠享徐汇文化生活”
的宣传语让不少进出的白领驻足
观看。原来，在这里现场就可以办
理徐汇“ 文化一卡通”。工作人员
朱小姐告诉记者：“ 这是我们第一
天在徐家汇设立办卡点，今天和明
天的中午11点半到下午1点，我们
都会在现场办卡。而时间选在中午
也是利用白领们的午休时间，方便
他们来办卡。”

记者在现场发现，不少白领都
是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先在一楼大
厅的终端上进行体验，然后再去设
在地下一层会议中心的办卡点进行
办理。虽然负责办理的只有工作人
员小张一人，但是场面却有条不紊，

小张表示：“ 只要输入一些真实的个
人信息，很快就可以办出一张卡
了。”小张除了办卡还会热心指导新
用户们“ 一卡通”的使用方法。在徐
家汇工作的谢先生昨天偶然知道了

“ 文化一卡通”，经过了在终端机上
的体验，他决定为自己办一张卡，谢
先生表示：“ 我体验了以后觉得功能
不错，所以就想办一张了。”在这里
工作的冯女士看了相关新闻报道
后，今天也拉着几个同事一同前来
办卡。冯女士和她的同事们表示：

“ 最吸引我们的还是‘ 一卡通’可以
免费或者低价预约各种文艺演出”。
徐汇区文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卡通很受白领欢迎，昨天在美罗城
共办出了近200张卡，而之前一天在
漕河泾也办出了200多张。

本报讯 实习生 周胜洁 记者
丁烨 昨日，记者从长寿公园管理方
获悉，长寿公园的确要进行整修，“ 分
区域整修，并不关闭公园，市民可以
继续在公园内活动。” 而施工周期可
能延续至明年的2月9日。

位于长寿路陕西北路的长寿公园
是上海市第一批大型公共绿地之一，
近日市民薛阿姨发现，在公园位于陕

西北路的大门外，搭建起一排工人们
居住的活动板房，薛阿姨告诉记者：

“ 他们说自己是施工队的，好像要对公
园进行整修，那我们去哪锻炼哪？”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长寿公园，
公园管理方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
公园确实要进行整修，但市民不用
担心锻炼休息无处可去，“ 考虑到公
园平时人流量很大，闭园施工会让

附近居民失去休息之地，所以实行
开园施工，分区域整修。” 而此次

“ 旧翻新” 也是为市民提供更好的
休息环境，工作人员说道。

记者在公园陕西北路的门口看
到张贴的“ 关于长寿公园大修工程
的通告”，落款为“ 上海市普陀区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从通告中得知，
此次整修的主要内容是“ 室外木制

品更新，完善公园排水系统与监控
系统，水钢琴音乐喷泉修复，厕所内
部布局调整，部分中下层绿化调整
补种，咖吧建筑修复，中心舞台标准
化改造等。”

在通告中也告知了施工周期可
能维持近8个月，“ 施工周期为：2012
年6月15日（ 以施工许可证批准为
准）———2013年2月9日。”

本报讯 记者 苏文俊 通讯员
乔欢 昨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芒种”，
农民也称这个阶段为“ 忙着种”。

记者在庄行地区看到，各家农户
都忙得不亦乐乎，农机手驾驶着大型
机械在田间驰骋，为播种打下好基
础，大批白鹭、麻雀等鸟类也纷纷赶
来凑热闹，在田间跟随着觅食，展现
在眼前的是一幅乡间美景图。而另一
边，数十位农户正在忙碌准备机插秧
的秧苗，确保今后一段日子可以顺利
插秧播种。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昨天，由
杨浦区委、区政府主办，以“ 阳光体育
缤纷乐，全民健康灿烂行”为主题的
杨浦区第一届运动会在杨浦区体育馆
正式开幕。17支运动员特色代表团展
示了杨浦区各行各业建设者的风采。

现在，只要用一张小小的卡片
朝着安装在墙上的7寸终端机潇洒
一“ 刷”，徐汇全区的优质文化资源
便尽入眼底。感兴趣的立刻预约、参
与过的直接反馈，还能通过终端机
上有针对性的调研提出自己的文化
需求。

昨天，徐汇区文化局在白领集
中的漕河泾开发区以及徐家汇美罗
大厦两个地点公开设摊接受该公共
服务一卡通的申领，摊位前排起了
长队，白领表示这张卡有望成为自
己下班后的“ 精神食粮”。

本报记者 丁烨 实习生 唐昱霄

徐汇区文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卡通旨在着力解决公共文化服务
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对接的现象，终
端机将覆盖到徐汇区13个街道镇的
文化中心、309个居委文化活动室。

目前首批互动终端已在徐汇区文
化馆、图书馆、艺术馆、土山湾博物馆、
各街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徐家汇、天
平、湖南、漕河泾、龙华、康健、华泾镇7
个街镇的部分居委文化活动室，以及
美罗城美罗大厦、漕河泾开发区、上海
师范大学、新衡山电影院等相关公共
文化设施及文化场所安装。

而由于徐汇区早在多年前相关
单位、机构已经自行发放了类似智
慧关怀卡、体育卡、民政卡以及计生
卡等有相关功能的功能卡，公共一
卡通正式启用之后，这些早年发放
的功能卡也已全部纳入一卡通的范
畴，无需重新申领。

记者了解到，本次徐汇区将在

全区范围内安装313套智能终端，发
放33000余张公共服务一卡通，申领
工作已全面启动。徐汇户籍的居民可
凭身份证到已安装设备的居住地所
居委文化活动室免费办理，外来务工
人员可凭徐汇的居住证至上述相关
地点免费办理了。而工作在徐汇的白
领可以企业集体申领及现场摊点个
人申领的形式办理，目前人户分离的
徐汇户籍居民暂不纳入办卡范围。

针对居民普遍关心的预约问题，
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本次一卡通办
理全部采取市民实名申领方式，同时
预约持卡人在参与活动时也需要刷
卡进入，因此强大的管理后台对所有
数据都能精确掌握。“ 如果有些持卡
用户对于预约的活动若没有及时参
与又未能及时提前告知，系统将自动
记录，并适时降低今后预约的有限
度，直至阶段性取消预约资格，从而
有效提高公共文化参与诚信度。”

“ 一卡通是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比如说一场热门的演出，以
往是一股脑地发票子，但拿到票子
的居民未必都喜欢去，没拿到的却
可能很感兴趣。这样就会造成大量
浪费。”相关人士表示，“ 现在，假定
政府购买50个座位供持卡人免费预
约，那么前来预约的人肯定是有兴
趣的，而且这50个座位我们会通过
后台根据后台以往的记录分配到各
个社区。”

同时他表示，居民对活动有什么

感想，可进行在线评价，如果有什么
需求，也可通过终端机上的调研板块
向管理平台发出建议，“ 比如，这个
社区预约某类活动的居民很多，那么
我们以后整合资源的时候就将此类
活动多投放到这个社区。因为持卡人
的刷卡、预约、反馈记录都即时传到
后台，因此我们调配资源都有足够的
依据。而类似漕河泾开发区这样白领
聚集的园区，我们还将组织管理方共
同关注上班族的需求，定期听取他们
的意见。”

在已安装的终端机上使用该卡
十分方便。记者看到，在7寸的这部
终端机上，开始界面分成印象徐汇、
魅力徐汇以及创意徐汇三大板块。

点进印象徐汇，复兴路衡山路
历史风貌保护区、武康路历史文化
名街、徐家汇源、龙华民俗文化带
等以3D效果呈现的徐汇著名地标
配合轻柔的音乐向使用者缓缓诉说
徐汇的深厚历史。而美丽徐汇则荟
萃了区内最新区域文化活动和信息
推荐及预约、区内优秀文化类组织
和团队推荐以及区域文化娱乐设
施、各级公共文化设施情况等内
容，供居民、白领选择。

“ 你看，这个机器刷一下很方便
的。我想要的信息全会罗列出来。”
徐虹北路11号是徐汇区公益组织孵
化园，居住在宜山路上的小陈就经常
来这里参与公益项目，只要拿着他实
名认证的一卡通在安装在墙上的机
器上刷一下，当天以及一周内的公益
项目信息就罗列其中，申请预约后，
他只要按时过来参加就行。“ 我自己
想加入公益团队，但真的不知道到哪
里去找相关信息。直到办了这张卡，
真的是一目了然。”

无论是学生还是社区的阿姨伯
伯，今后都可拿着这张卡就能掌握所
在社区以及区级的文化活动信息。

美罗大厦一个中午办了200张卡

浏览、预约、反馈一站式搞定

政府买单为市民献上免费文化大餐

屡次预约又爽约者将入“ 黑名单”

杨浦区
第一届运动会开幕

》活力城区

长寿公园将分区域整修至明年2月
施工期间“ 不闭园”

又到一年“ 芒种”时
沪郊农民“ 忙着种”

这张徐汇公共服务一卡通将为市民献上免费文化大餐。 本报记者 杨磊 摄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记者从日
前浦东新区召开的2012年防汛工作
会上获悉，自6月1日起，浦东正式入
汛。全面部署今年的防汛防台工作以
及总体目标，并要求各级防汛部门严
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

据悉，今年汛期从6月1日至9月
30日，共122天。气象部门预测，汛期可
能呈现“ 一早两多”的气候特点，即
入梅早，影响上海的台风比往年偏
多，汛期雨量偏多。汛期总降水量680
至720毫米，比常年值626.7毫米偏多。
35!及以上高温日数为14至18天，比
常年4天偏多，极端最高气温为39!
左右；预计影响上海的台风有3个。

目前，浦东新区防汛预案已修
编完毕。初步建立了以海塘防汛抢
险为主的防汛物资储备体系，三甲
港的市、区二级防汛物资储备基地
已初具雏形，外高桥、五好沟、三林、
芦潮港等8个仓库，各类抢险物资储
备充足、设备保养到位。全区还组建
了50支防汛抢险队伍，共计2000余
人。此外，新区已实现水文、气象部
门56个潮水位测站、92个雨量点数
据均无线实时传送；气象雷达云图、
台风路径、风情、雨情、水情、水闸工
况等实时信息均能通过网络直观、
清晰地查询调用。

据新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负责
人介绍，今年汛期灾害性天气有可能
增加。“ 目前，新区防汛设施建设和管
理还存在薄弱环节。”该人士说，全区
5100多个地下空间，部分还面临遭暴
雨积水受淹的威胁；大部分城郊结合
部地区的排水标准较低，全区还存在
112个低洼易积水点。

为此，要求各级防汛部门从6月1
日起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
值班电话、传真等通讯渠道保持畅
通；防汛干部手机24小时开机；领导
干部带头参加防汛值班，切实做好汛
情、灾情信息的收集、处理、汇总和报
送工作。

今年汛期
浦东将24小时值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