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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完成河道两岸拆违近20万平方米

本报讯 长期以来，市郊城乡结合部
的河道两岸一直是违法建筑的重灾区。由
于一些违法建筑大都没有截污纳管，而是
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长年累月河水
难免发黑发臭。位于嘉定安亭镇联西村的
竹园河，就是一条问题河道。不过，相关部
门已经开始着手拆除河道两岸的违法建
筑，河水黑臭问题有望彻底解决。
就在一个月前，竹园河两岸违法建筑
还是随处可见，大都是村民早前违法搭建
的出租房，每间大小约10平方米，不仅结
构简单、设施简陋，还居住了大量的外来
房客。 除了环境卫生和治安问题，这些违
法建筑都没有敷设雨污水管道，生活污水
就近直排入竹园河，河水黑臭现象一直难
以根治。
据统计，此次竹园河综合整治将率先
拆除两岸违法建筑共计约2万平方米，涉
及沿线32户农户和18家企业， 大小出租
房约有280间。 按照计划，违法建筑拆除
后， 竹园河两岸还将敷设雨污水管道，并
复垦土地种植绿化。不但河道黑臭将得以

改善，村宅面貌也将有质的变化。目前，嘉
定已完成近20万平方米拆违量。 根据计
划安排，要确保在4月底完成近80万平方
米的河道两岸拆违任务。
在南翔镇红翔村，毛徐泾和新开河的
黑臭也将成为历史。 日前，两岸的违法建
筑已经被拆除。在确保河岸拆违进度的同
时，下一阶段进一步实施河道周边区域的
截污纳管工作，也变得更加迫切。据悉，截
至目前， 嘉定区共梳理出149条197公里
黑臭河道，占全区河道总长度的10%。 目
前，列入市级考核名录的88条144公里河
道中有77条130公里，已于去年10月开工
整治， 其中9条12公里已消除河道黑臭；
剩余的11条14公里预计4月底开工，预计
于7月底消除水体黑臭。 这部分河道上共
有违法建筑65万平方米，将在3月底完成
沿河拆违。 在市级考核名录之外的其余
61条53公里河道预计5月底开工，预计于
10月底消除水体黑臭。 这部分河道上共
有违法建筑15万平方米，预计在4月底前
宁静
完成沿河拆违。

整治和执法并举 环境与平安凸显
吴淞街道城管一举拆除安达路5号违法建筑
本 报 讯 最近，位于宝山区吴淞安
达路5号的违法建筑， 经过执法人员两
天的艰苦奋战， 面积达12600平方米的
违法建筑被一举推倒拆除。 这是吴淞街
道2017年度6个区级重点整治地块的再
次重大战役。
据悉，该地块占地面积约22.5亩，曾
经的违法建筑居住着约160多位外来人
员。 年前，吴淞街道组织执法力量充分
运用
“
四联八步”工作法，以城管吴淞中
队为主力军对该地块进行了综合整治，
完成了第一阶段厂区内西面违法建筑的
拆违任务。 近日，城管吴淞中队再次联
合街道管理办、区拆违机动队、街道综合
执法队等，出动50余名执法人员，将厂
区内东面余下的违法建筑全部拆除，为

青浦重固镇通波塘老街成“网红”
本 报 讯 最近， 青浦区重固镇通波塘老街不经意间成
了“网红”，作为由市规土局公布的全市44处历史风貌保护
区之一，这里的老街依旧、古韵盎然，吸引了不少网民关注。
据悉，重固镇通波塘原先有东街、西街、南街与北街，现
在只剩下东街和西街两条老街。 耄耋老人胡品芳30多年前
从章埝村搬到这里居住，她对当年老街景象记忆犹新。 据老
街居民介绍：
“
这条街原先统统都是开店的， 大街的石头都
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后来被撬掉了，浇了水泥路，洋布店也有
的，药店也有的，肉摊也有几处，鱼摊也好几处，一条龙到南

边都是店。 ”
通波塘河水清澈，两岸民居白墙灰瓦，保留了河、街相间
的古镇格局，河两岸和老街上有不少历史建筑，包括一座初建
于明朝的南塘桥、一座法会庵以及有着高大砖雕门头的老宅。
随着重固镇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通波塘老街将连同周边的福
泉山古文化遗址一起，被有效地保护起来。 按照规划，重固镇
将修复通波塘沿线老街明清风格建筑，并注入一些文旅产业，
使老街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潇潇

静安区新添东茭泾绿地
居民健身有了好去处

本报讯 最近，家住静安区彭浦新村的居民们发现，家门
口又添一块
“
新绿地”，东茭泾绿地建成开放，成为了健身、休
闲的好去处。
据悉， 位于彭浦新村街道临汾路1633号的东茭泾绿地，
总面积11500平方米，它的前身是违法搭建聚集地，曾经环境
“
脏乱差”，周边居民意见很大，投诉也没间断过。自从拆违后，
有关部门在这片空地上建成综合性公共绿地， 面貌从此焕
然—新。 绿地内有400多米的塑胶健身步道、两个标准化篮球

场，提供人们运动健身；一排长椅供游客休憩赏绿，香樟、银
杏、樱花、桂花等20余种乔灌木和大面积植被草坪，让人赏心
悦目。 绿地内还开挖了小湖泊，湖边设置茅草亭、亲水平台和
假山，景色宜人。 更有特色的是，绿地以
“
海绵城市”为设计理
念，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自然
“
释
放”加以利用，具有良好的
“
弹性”功能，是名副其实的
“
雨水花
园”。
诸闻

本市全力推动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
本 报 讯 为进一步提升街道社区、重点单位消防安全管
理水平和火灾防御能力，最近，本市各区公安消防支队结合
辖区实际，全力推进社区
“
微型消防站”建设并取得成效。
一是借鉴先进做法，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 多次召集重点单
位、街道等部门举行微型消防站推进会，广泛征求意见，积极沟
通协调，统一建设标准，因地制宜扎实推进实施建设。 二是建立
和健全长效机制，对照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和要求，组织消防官
“
一对一”指导并督促落实人员配备、装备器材、值守联动
兵上门
等管理机制，统一规范器材登记维护保养记录、交接班记录和接

处警记录等台账，切实形成一支具有
“
战斗力”的消防实战队伍，
为辖区消防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是狠抓培训演练，提高作战能
力，定期培训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通过消防讲座和演练，传授
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讲解火灾隐患排查技巧，提高扑救初起火
灾的能力。 四是强化消防宣传，增强防火意识，通过充分发挥微
型消防站队员熟悉辖区及周边环境实情的优势， 以微型消防站
为阵地，利用社区、辖区单位、学校等宣传平台及新媒体，展开
“
微站”提升宣传活动，确保凸显
“
人人关注消防、构建和谐家园”
之江
的良好氛围。

爱心驿站传递温暖
本 报 讯 日前， 嘉定新城首家
环卫工人
“
爱心驿站”正式揭牌。 当
天起，嘉定区妇保院“爱心驿站”面
向环卫工人开放， 成为工人们固定
的休息点和免费饮水点。 该爱心驿
站不仅为环卫工人辟有专用场地，
准备了凳子， 还配备了饮水机免费
提供茶水、 微波炉、 医药箱及洗手
处，堪称一应俱全。
考虑到周边环卫工人在作业

时，经常出现饮水难、热饭难、休息
难等实际困难， 引起了相关部门的
“
爱心驿站”也由此应运而生。
重视，
休息点的设置， 旨在全社会营造关
爱环卫工人、 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
良好氛围， 同时也呼吁更多单位和
个人 加 入 到 爱 心 休 息 点 的 队 伍 中
来， 让环卫工人在紧张忙碌之余能
歇歇脚、喝口水，享受一份尊重与关
马陆 图文
爱。

辖区拆违工作起到了
“
以点带面”的辐射
示范作用，也为下一步打响
“
除隐患、保
安全、促转型”的治危拆违攻坚战起到了
“
敲山震虎”的震慑作用。
随后， 该中队积极配合街道依法行
政，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加大辖区拆
违控违力度。 不久前，安达路5号一处企业
厂房，因为层层转租，成为典型的
“
三合一”
出租房。人员密集在此租住，厂区内环境脏
乱无序，安全隐患凸显。 为了确保一方平
安，由街道和城管中队牵头，联手消防等执
法部门整治群居群租现象，针对120间
“
三
合一”出租房进行强制拆除，面积达1800
平方米，劝离、清退租住人员250余名，从
源头上消除了安全隐患，使
“
五违四必”综
东宁
合整治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

弘扬雷锋精神
引领友谊“
‘
锋’尚”
友谊路街道学雷锋集中行动
主题活动精彩纷呈
本 报 讯 今年3月5日是毛泽东主席
“
向雷锋
同志学习”题词54周年纪念日。 为进一步弘扬雷
锋精神，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把学雷锋实践
行动、 宣传雷锋精神和志愿服务等活动有机结合
起来， 友谊路街道在这天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
活动，街道文明办联合社区党委、社区党建中心、
团工委和区妇联，在牡丹江路文化馆广场举行
“
公
益我来做，风尚大家行”的大型学雷锋志愿者集中
宣传咨询服务活动。
在活动主会场， 宣传标语和横幅增添了文明
新风尚的氛围，虽说是晨雨过后，但丝毫没有影响
志愿者积极参与的积极性。 40多家单位共设立宣
传咨询服务摊位70多个，宣传咨询服务项目主要
有：金融理财、法律咨询、妇女维权、剪纸塑封、劳
动就业政策、垃圾分类、医疗咨询服务（全科、骨
科、泌尿外科等）、预约免费清洗脱排油烟机和洗
衣机、测血压、测血糖等。 侨法宣传和民宗法制宣
传也积极融入其中，居民认真回答问题，耐心听取
解释，增强了侨眷、民族、宗教法律知识，认识到社
区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 现场志愿者的热情服务
也得到人们的赞扬，据初步统计，提供设摊服务志
愿者200多人， 提供各类服务惠及群众500余人
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 同时，还有免费
清洗脱排油烟机、燃气安全检查、消防安全检查、
电信服务四支志愿者小分队， 温馨服务送到家庭
和小区，真正做好惠利于民，便民服务送到家。
各居民区还通过举办分会场活动， 组织100
余名交通文明志愿者在辖区内30多个主要路口进
行文明劝导，倡导文明新风；300余名志愿者开展
邻里守望、帮困扶弱系列活动，走访千余名服务对
象，构建和谐小区；600余名社区志愿者通过开展
“
我爱我家”环境整治，携手打造美丽家园。宝林二
村、宝林八村等居民区，还联系共建单位、便民服
务队开展便民服务活动，使学雷锋、树新风，为民
服务常做常新。 在社区党建中心，大家开展
“
学习
雷锋精神”主题宣讲，重温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
神，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营造社区竞相学习
雷锋精神的热烈氛围。
“
弘扬雷锋精神，引领友谊
‘
锋’尚”。通过内容
丰富、意义深刻的系列活动，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
的优良品德， 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新时
代的雷锋精神，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丽文明和谐
家园。
龚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