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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一”工作机制有序推进垃圾分类
崇明区积极推进生态岛建设

本报讯 垃圾分类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重
要抓手，也是衡量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垃圾分
类工作到底该如何推进？ 崇明区港西镇北双村率先提出
了
“
七个一”工作机制，努力实现垃圾分类预期目标。

建立一支垃圾分类队伍
为全力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工作， 北双村将垃圾分
类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坚持
“
一把手”负总责、亲自
抓，成立了以党总支书记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组员
的工作领导小组，下达指标，分解任务，明确层级责任，
切实做到垃圾分类工作科学有序推进。

村干部每人包一个片区
对生产队进行划分片区管理，全村39个生产队共分成
9个片区。 村干部每人认领一个片区，跟踪村民垃圾分类情
况，掌握垃圾收集员的工作任务量、记录情况和工作中的难
点问题等，确保垃圾分类工作有效开展。

收集员每天记好一次账

全面加强垃圾收集员的培训和管理，要求每个
垃圾收集员熟悉掌握垃圾分类的标准；每天上门收
集垃圾；每天做好农户的分类情况记录；对区域内
垃圾分类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对未开展分类或者分
类不准确的村民及时进行指导，并在村民分类的基
础上，对分类不正确的进行再次分拣。

村民每天做好一次分类
充分利用村民组长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党员会

议、上门走访等各种形式，借助村内宣传栏，公园及
健身点宣传版面等平台，广泛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多
渠道、全方位、深层次、不间断地宣传环境污染、生态
治理的紧迫性，强调垃圾分类的重要性，积极引导和
教育村民每天做好一次垃圾分类。

志愿者每天一次指导
每个生产队推选一名垃圾分类志愿者， 村委进
行统一培训指导和考核后，开展上门入户指导。志愿
者每天对所在生产队的村民进行上门宣传和指导，
对村民垃圾分类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 并对垃圾收
集员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

每月一次垃圾分类公示
每月10日，垃圾分类工作组对村民垃圾分类进
行督查评分， 并公示督查结果。 每月评比出卫生保
洁、 垃圾分类工作最好的3-5户和最差的3-5户农
户，公布到
“
红黑榜”上，接受村民监督，对上光荣榜
多的村民年终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对垃圾分类开
展不力的村民进行督促指导。

每季一次垃圾分类考核
为确保垃圾分类工作扎实有效推进， 北双村制
定垃圾分类考核办法，实行
“
每季积分，年终核算”。
每季度，垃圾分类工作小组联合党员代表、老干部和
妇女小组长等组成的考核小组， 对垃圾收集员垃圾
收拣收集、清运及分类处理情况等进行考核。年终奖
惩兑现，建立长效机制。

宝山罗店镇以VIP标准服务“两新”党建
本报讯 宝山区罗店镇积极
探索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指导员选派机制，通过分批派驻
党建指导员的方式，有效提升服务
质量，让每家
“
两新”组织都享受到
党建工作的VIP服务。
规范标准，党建指导谱新篇。
以提升党在非公企业的组织覆盖
率和工作覆盖率为切入点，向
“
两
新”组织分批派驻党建指导员，探
索建立
“
两新”组织开放式党建工
作体系。 以
“
走得进、耐得住、挑得
起”为原则，精心筛选出15名党建
“
两新”组织党建指
指导员。 召开
导员工作推进会， 进一步明确了
党建指导员的派驻形式、 派驻职
责、日常管理、教育培训、定期汇
报以及年度考核内容， 各指导员
认领了自己的工作任务。
聚力联动， 党建指导入新
轨。 针对罗店镇
“
两新”组织既有
无党员无工会无团组织的“
三
无”企业，又有已建工会或团组
织的群团覆盖企业的现状，罗店
镇第一时间进行了
“
联合梳理”，
由镇综合党委牵头， 与镇总工
会、 团委共同梳理出党组织、群
团组织已覆盖和未覆盖的单位
清单。 同时，基于此清单，确定出
第一批党建指导员派驻企业的
名单，使党建指导员更有的放矢
地开展工作。“
联动协调”推进派
驻工作。 在镇组织科协调下，为
党建指导员和
“
两新”组织配对，
开展1对1或1对2的VIP服务；针
对性开展个别指导， 认真履行
“
宣传员、组织员、协调员、监督
员、服务员”
“
五大员”职责。 由综
合党委与群团组织开展
“
联合孵
化”，充分利用升级版
“
红帆岗”
党群指导站、服务站、活动站资

源，使其成为服务企业的温馨驿
“
两新”党建
“
最后一公
站，破解
里”难题。 甄选无党员非公企业
优秀人才， 开展党员的联合孵
化，自派驻工作开展以来，已组
织参加各类党群活动人数62人，
培训22人次。
明责履职，党建指导有佳绩。
罗店的VIP服务虽然每批次涉及
企业数不多， 但却要求“
量小质
高”。 因此，各党建指导员秉持三
条工作基调，扎实推进党建工作。
一是坚持
“
一个导向”，强化思想
引领。坚持思想导向，积极与企业
对接，通过上门走访、联系沟通，
互相加深了解， 目前已走访企业
20家，走访排摸到
“
两新”党员21
名，入党积极分子2名，指导提交
“
两类
入党申请书4份。 二是寻找
人员”，突破队伍
“
真空”。 在职工
中寻找
“
两类人员”：一类是有党
员身份的， 但组织关系不在企业
内的流动党员； 一类是无党员身
份的， 有入党意愿但未找到可依
靠的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人
员。通过理顺关系，确保了流动党
员教育
“
零空白”和优秀人才入党
“
有路径”。 三是推行
“
四维模式”，
“
两类
推进党建覆盖。对寻找出的
人员”加以整合管理，引导其快速
“
两新”党组织，融入有组织、
融入
优服务、爱学习、讲奉献的罗店镇
党员管理
“
四维模式”，升华党员
意识。
罗店镇党建指导员在VIP服
务模式的驱动下， 打好了党建
“
规范牌”
“
服务牌”
“
感情牌”，圆
满完成了第一批试点工作，为消
除党建覆盖“
盲点”， 夯实党在
“
两新” 组织中的战斗堡垒迈出
了坚实一步。

城市速递

普陀区“千场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启动

广场舞跳出新花样
广场舞又有新花样。日前，在上海市闵行区合川路南段一处尚未通车的路段，有40余位大妈大爷借着路灯光
亮，人手拿一根长竹竿，竹竿上挂有铜钱和其他挂饰，挥舞竹竿，节奏统一流畅，很是壮观。 据悉，大爷大妈耍的竹
竿，实为
“
钱杆舞”，曾是民间艺人沿街乞讨的一种表演形式，俗称
“
耍钱杆”。
图文 东方IC

本报讯 近日，由普陀区文
明办、区文化局、上海联和电影
院线等共同主办的2017年普陀
区
“
千场公益电影进社区”活动
启动暨甘泉社区公益影院揭牌
仪式在甘泉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举行。
普陀区“
公益电影进社区”
活动开展七年来，由年放映百场
升级到年放映千场，成为深受老
百姓喜爱的一项文化活动。在这
七年时间里，主办方陆续在六个

街道、镇挂牌建立了社区公益影
院。 依托授牌，建立了公益电影
固定放映根据地，极大提升了公
益放映质量，丰富了广大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活动还积
极探索在中小学、幼儿园、敬老
院等其他场地建立固定平台，在
绿地、广场、里弄建立流动平台，
力争通过多类形式的放映、差异
化的服务满足不同场合、不同人
群的需求，以此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的均衡化、平等化。

浦东临港泥城公交枢纽启用

徐汇滨江建设再发力
一大型厂房成功爆破
本报讯 徐汇滨江贯通工程再传捷报！ 重要节
点白猫集团地块内的一栋大型生产、 储存厂房爆破
成功，标志着徐汇区滨江建设工作更进了一步，也离
卓越水岸的目标更进了一步。
白猫集团的这幢厂房高46米，超过人工拆除高
度，按要求需要进行爆破拆除。这幢楼之前是白猫集
团生产线、生产车间和储藏车间所在地，见证了白猫

集团第一袋洗衣粉的诞生。 但为了徐汇区的转型发
展和产业升级，它注定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存在
人们的记忆中。 日前，随着一声轰隆巨响，厂房应声
而倒，掀起滚滚烟尘。
据了解，白猫集团的生产工厂将异地重建，而该
地块以及部分厂房经过改造后， 也将成为徐汇滨江
生态休闲区的一部分。

本 报 讯 继惠南公交枢纽
站启用后，浦东南汇地区又一枢
纽站泥城公交枢纽站即日起建
成启用。 该枢纽站位于临港泥城
镇秋雨路云汉路交叉口，南临临
港宝龙广场，西临建设中的泥城
卫生中心， 该枢纽站启用后，原
位于秋雨路临时场站的泥城 1
路、泥城2路、泥城4路、泥城5路，
以及大泥专线5条线路正式 迁
入，候车环境的大大改善为临港

地区市民出行提供了更安全、便
捷的服务。
为实现南汇新城提出的建设
“
低碳临港、智慧城市、绿色交通”
要求， 枢纽站内建设安装了20台
一体式直流充电桩， 可满足40辆
纯电动公交车的充电需求， 这也
是南汇公交继临港地区古棕路纯
电动车停车场外， 第二个建成的
可充电场站， 将为今后公司纯电
动车的推广使用提供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