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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市容

对标一流 体现双最 优于世博
全力护航进口博览会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出席
“
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中国将于2018年11
月5日至10日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
进口博览会”）。
目前，进口博览会保障工作全面启动，已制定实施城市保
障总体方案和17个专项保障方案， 协调推进各项配套保
障工作。
进口博览会周边的市容环境，是保障工作的重点。 市
绿化市容局作为进口博览会市容环境保障组组长单位，
根据《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市容保障方案》和
“
对标一流、
体现双最、优于世博”的保障要求，全面推进进口博览会
市容环境保障工作， 目前已全面实施城市保洁、 设施养
护、景观提升、市容管理等六个方面16项主要任务。

聚焦重点区域

展示申城魅力

此次保障工作重点聚焦虹桥商务区86平方公里，陆
家嘴金融贸易中心区等33处会议活动和参观接待点，全
市其他区域的70家五星级酒店以及外事活动场所， 全市
高架道路、高速道路、主要道路、高铁等交通干道沿线和
浦东国际机场、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等出入口。
努力确保重点保障区域道路平整无坑洼， 干净见本
色，设施完好，标志线鲜亮；河道水体清澈，水岸整洁，无
杂物；建筑立面整洁美观，空间视觉优美靓丽，体现海派
风貌；绿化主题景点、花坛小品、立体绿化等丰富多彩，鲜
花怒放；夜景灯光绚丽夺目，展示申城魅力和节庆风采。

锁定项目

抓紧推进整治任务

截至目前，整治项目总体开工率为42%。
虹桥商务区内绿化提升项目主要包括： 整治改造绿
地约215万平方米，新建绿地约29万平方米，布置花坛花
境（含主题景点）约74处、组合花卉约8471个、立体绿化约
2500平方米。
景观灯光项目主要包括提升道路沿线灯光约34.85
公里，提升建筑物灯光景观102幢，提升河道灯光约2.95
公里，整治户外广告858块、店招店牌约0.99万平方米等。
环卫保洁项目主要包括新建改建公厕5个， 增加、更
换废物箱218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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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容人在行动

市容保障项目主要包括改造道路两侧围档约2.51万
平方米、刷新围墙约57.15万平方米、规范建构筑物外墙
及附属设施约7.07万平方米和80处。
水域环境项目主要包括整治河道67条（段）。
通过两批地毯式巡查，共发现1684个问题，均已入库
督办。 此外， 在虹桥商务区内开展百日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督促青浦区落实谢卫路
“
五违整治”，推进西郊家园环
境治理，持续巩固龙联汽配城整治成效。 在全市与美丽街
区、架空线入地建设相结合，通过
“
五乱”治理等专项行
动，联勤联动，全面提升市容环境质量。

提升标准

推动虹桥商务区常态长效管理

据了解， 为加强行业指导，《绿化养护标准》
《城市家
具与配套服务设施控制导则》已制定完成。 虹桥商务区范
围内容貌标准按新版《城市容貌规范》执行，道路保洁在
重点保障阶段将全部按照一级标准执行。
在景观灯光方面， 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方岩表示，
《黄浦江两岸景观照明总体方案》2月经市政府批复同意，
目前正在细化落实具体实施，浦东新区、黄浦区、徐汇区、
虹口区、杨浦区、宝山区正在分别落实各区段的景观灯光
提升方案。
目前，黄浦滨江8.3公里灯光景观总体规划和深化设
计方案已基本完成，方案分别从俯瞰、浦江游览、滨江步
行等3个视角对景观效果进行调整改善，今年国庆节前将
重点完成老外滩区域(外白渡桥至东门路)改建提升。
另据黄浦区相关部门介绍， 此轮改造提升将着重打
磨外滩老建筑特色细部， 从沿江第一立面延伸至第二立
“
第五立面”，营造灯光景观的纵深感和
面天际线和顶部
立体感。 改造中涉及建筑102栋，目前，该工作正逐幢细化
方案，预计9月中旬将全面完成。
同时，浦东新区等相关设计方案也正在制定中。 方岩
透露，目前市绿化市容局正在制定黄浦江沿岸景观灯光集
中控制方案建设，相关细化方案一旦确定，将向社会公布。
下阶段，市容环境保障组还将继续做好项目推进、巡
查督办等工作，切实巩固环境治理成效。 全力护航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绿容人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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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燕子
小燕子，穿花衣，年
年春天来这里……为什
么小燕子对人类这么亲
近， 它们又有怎样的家
庭生活， 它们的日常又
是怎样的？本期让我们走进位于沪青平公路的两侧的青浦
安庄村、淀峰村家燕调查点进行一次
“
家访”。
筑巢能手

在上海郊区，被统称为
“
燕子”的鸟类，实际上包括了
同为燕科燕属的家燕和金腰燕。这次探访的燕窝绝大部分
是家燕。
家燕巢呈碗状，口大肚小，巢基底用泥丸、草根、草茎
等材料，经雨燕的唾液的粘接，就很结实，经多年使用都不
会坏。巢里垫上舒适柔软的干草、头发或鸟类羽毛，简单的
室内装修后，舒适度直线上升。 每个巢从开始营造到最后
结束，需8-14天时间。 筑完爱巢，燕子有了归属感，接下来
就担负起养儿育女的家庭责任。它们在上海常常每年繁殖
两窝，第一窝是在4-6月，第二窝是在6-7月，一般一巢有
4-5个蛋。 但是，在这次
“
家访”中，发现了一巢有6个蛋。
与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

燕子们年复一年在人们的住处衔泥筑巢， 繁衍生息。
人们为其提供安全庇护，它们则
“
乖巧地”不食五谷，专门
捕食害虫，被视为吉祥鸟。中国民间一种古老的说法是
“
家
有燕巢好运来”
“
燕子不落无福之地”。 在这次探访过程中
发现，当地居民都非常呵护燕巢，对它们的情况也如数家
珍。 小燕子们世世代代选择在宁静的青浦郊外安家落户，
相信不光是因为这里自然的田园生态、 丰富的水域资源、
适宜的林木植被，更多的是因为这里淳朴善良的民心。 同
在屋檐下，同是一家亲！

保护母亲河“爱我家园”志愿者护河队在行动
活动。 2011年至2013年，成立了
“
爱我家园”水域护河队，覆
盖了苏州河上半数以上的居民小区。2014年，建立了两个
“
水
域市容志愿者服务站”。 2015年，开展了
“
保护母亲河 践行
绿色生活”的宣传活动。 2016年，组织了
“
世界水日——
—美丽
水域志愿先行”活动。 2017年，开展
“
保护母亲河 同创文明
城”等活动。 2018年，开展了6·5世界环境日
“
保护母亲河”暨
“
进口博览会”绿化市容窗口服务日启动活动，为建设美丽上
海、绿色上海贡献力量。
这项活动累计开展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近20年，带教大
学生志愿者近2000人次，发动近百次进社区宣传，黄浦江、苏
州河沿岸居民社区全覆盖。 黄浦江吴泾保护母亲河志愿者王
显明、张更大等全国优秀志愿者的先进事迹广为流传。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水上管理处是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直属单位，负责全市水域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并受上
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委托，开展市级管辖河道的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工作。
市水管处始终坚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始终坚持
以精神文明建设来完善自我、奉献社会的根本宗旨，努力实
现
“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行业目标。“
保护母亲河活动”是
市水管处30年工作成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水管处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2001年开始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吸引了
一批批热心公益活动的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其中。 通过活动，
让更多的青年学子、 市民群众走进并了解了生活周边的河
道；使更多的社会团体了解到保护母亲河的重要；使更多的
社会力量参与到保护母亲河的队伍中来，活动于2017年荣获
了
“
全国保护母亲河”组织奖。

聚沙成塔 厚积薄发
十八年打造水域市容志愿品牌

市水管处保护母亲河活动从2001年起拉开序幕。 2002
年，少年志愿者开展了
“
畅想母亲河共绘黄浦江活动”。 2003
年，吸收高校志愿者加入保护母亲河队伍并开展了
“
啄木鸟”
环境整治行动。 2004年，融合高校和社区志愿者的水域市容
志愿者服务队成立。 2005年，志愿者服务队向市民提出承诺
和倡议。2006年，志愿者服务队吸收
“
小小护河队”并开展
“
保
护母亲河之垃圾不落地”宣传活动。2007年，水域志愿者形象
大使
“
水滴娃娃”出现。2008年，开展了水域市容志愿者和
“
水
滴娃娃”进学校活动。2009年，开展了志愿者和
“
水滴娃娃”进
轮渡宣传活动。2010年，开展了志愿者
“
青春畅想、绿色世博”

志在千里 水润万家
“五个抓”打造水域市容服务品牌
市水管处以保护母亲河志愿者活动为载体，实现单位思
想素质进一步提升，实现单位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实现单
位管理能级进一步提升， 实现单位社会贡献度进一步提升。
通过志愿宣传，服务引导市民。 抓重要涉水节日。 每年，水管
处通过
“
世界水日、世界地球日、端午龙舟赛、世界环境日”开
展社会宣传，积极落实绿色发展理念。 抓
“
大学生暑期实践”
体验课堂和
“
保护母亲河志愿者服务站”。 形成了志愿者暑期
活动实践
“
走进轮渡宣传、走访居委、走进课堂、走进张晓宇
劳模工作室”的体验模式。 抓苏州河
“
爱我家园”志愿者护河
队建设。 积极吸纳发展苏州河沿岸护河队，形成居民护河队
23支，常年参加护河队的志愿者450名；加强群众自治，累计

宣传社区市民群众2万多人次。 抓公心服务百姓诉求。 针对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投诉， 媒体舆论发现的社会问题，努
力做到
“
市民回复的满意率”在全行业名列前茅。
抓黄浦江
“
市民体验日”活动。 组织市民团体进行参观、
体验和交流， 使更多的市民百姓熟悉市水管处工作内容，提
升社会认同度。

众望所归 有口皆碑
“四个重”打造水域市容宣传品牌
市水管处不断思考社会宣传的理念，创新社会宣传的方
式。 重精神传承。 连续20年做好“
学雷锋精神， 为人民服
务——
—南京路步行街便民服务”活动，积极组织干部职工参
加义务献血、对口帮扶等活动。 重传统文化。 弘扬中国风，开
展
“
传统民俗——
—端午游园会”
“
月满中秋座谈会”，开展以服
务文明、环境文明、秩序文明、礼仪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素质教
育活动等。重行业自律。在全市207个涉水街镇培育、引导、扶
持责任区自律组织，以构建社会共治为载体，推动各自律组
织按照自律公约，主动开展社会宣传。 重融入大局。 以
“
党员
领跑
‘
十三五’”活动为抓手，在水域市容环境宣传工作中加
入有关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指导和调研，为全市进一步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供助力。
今后，市水管处将进一步落实十九大精神，秉承
“
爱水
人”
“
护水人”和
“
治水人”的理念，广泛开展青年环保志愿服
务活动，积极引领青年开展爱水护水文明宣传，带动更多青
少年和社会公众参与保护母亲河，为上海生态之城建设作出
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