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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网格化中心平台快速响应解民忧

本 报 讯 路边的窨井盖破损缺失、 夜间店铺噪音扰
民、小区污水井外溢、道路坑坑洼洼……，打开闵行区网
格化中心平台浏览案件记录不难发现，一桩桩、一件件都
是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
烦心事”。 在诉求办理过程中，
各街镇始终坚持将这些
“
小事情”当作大问题来解决，努
力为民排忧解难。

地面坑洼存隐患，道路改造一周成

位于金都路虹梅南路路口的好世麒麟园小区东门外
有一条小道，是小区连通虹梅南路的必经之路。 因年久失
修，地面坑坑洼洼，常有积水，年纪大的居民容易摔跤，存
在着安全隐患。 自虹梅南路高架贯通后，积水现象更为严
重， 给居民出行带来较大不便。 居民多次向小区居委反
映，希望能尽快对路面进行整修。 梅陇镇随即召开专题协
调会，决定道路改造事宜。
经过现场勘查后， 梅陇镇立即开展道路整修和铺设
沥青等措施，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道路改造，路面修整
一新， 环境有效提升， 消除了困扰居民心头多年的烦心
事，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

人行道板磨损重，辗转周折终修补
近日，居民拨打“
12345”、
“
962000”热线反映，闵行

体育公园附近的农南路人行道板由于年久失修、 使用过
度，导致磨损严重，部分地砖破损、缺失，高低不平，影响
附近居民群众的正常通行。 此外，该路段为七宝中学、文
来中学学生上学放学的主要通道， 破损道板给学生行走
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希望能得到重新修整。
由于农南路属于区市政所负责管理养护， 七宝镇立
即向区市政所反馈道路情况， 区市政所表示正准备将农
南路的管理养护权下放至七宝镇，移交手续正在办理中。
为尽快解决市民诉求，七宝镇积极作为、主动跨前，立即
组织相关部门实地查看，制定修缮方案，对农南路磨损缺
失地砖进行了更换、修补，消除了安全隐患。

村宅交通藏隐患，安全措施及时设
华漕镇赵家村严家湾、北港两个村民小组，在创建
“美丽乡村”之后，村宅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村庄道路
也变得宽敞整洁，老百姓饭后散步的频率也高了。 由于
村宅内老年人较多，来往车辆车速较快，给日常步行、
散步的老年人带来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
赵家村接到村民相关意见后及时反映至华漕镇政
府，近日，华漕镇安排施工队利用周末时间，在水闸路、
北港一路、北港二路、北港三路等主干道路路口安装减
速带，确保车辆在行驶到相关路段时能减速慢行，提高

举世瞩目的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于今年11月在
沪举办，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
一项重大决策，是上海各行各业必须
完成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为确保
各项工作任务出色地完成， 日前，虹
口区建管中心党支部根据要求举办
“
进博先锋·党员行动” 主题党日活
动，该中心党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
和在建工地代表与会。
会上，中心党支部传达了上海市
委书记李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全
体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
迫感和使命感，举全市之力推进各项
筹备工作。 随后，中心党员代表和在

建工程党员代表从建筑工程质量安
全监管、建筑工程各主体经营行为的
监管、民工维权、维护建筑工地的稳
定、项目招投标监管、企业资质监管
和在建工程建设等方面，围绕
“
我为
进博做什么”主题，畅所欲言交流具
体做法，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实际开
展工作，出己之力、尽己之责，力争为
“
进博会”贡献力量。 据悉，区建管中
心党支部还向全区各施工项目部发
出
“
进博先锋行动倡议”，牢固树立全
国
“
一盘棋”观念，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立足监管，从我做起，率先
垂范，为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全力奋战
潇 潇
进博会。

推进业务培训 提升装配式施工水平

本 报 讯 为进一步普及装配式
建筑的工艺技术，不断提升虹口区在
建装配式工程的施工技术水平，最
近，虹口区建管中心大力开展
“
预制
装配式建筑专项施工技术要点”的培
训工作，专门邀请了兴邦建筑副总经
理王俊先生，与中心质量安全监督人
员、装配式建筑工地的施工单位和监
理单位负责人，共同探索相关技术课
题。
据介绍，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城市
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装配式建筑
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为目标，以创
新的建筑方式成为上海建筑业转型
升级的必然选择。虹口区建管中心针

对本区域工程项目的特点，编制装配
式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专项方案，积极
推行装配式建筑施工规范，取得了显
著成效，该区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也
得到了国家住建部的充分肯定。中国
建筑业协会、河南省建筑业协会曾分
别组织行业协会成员单位和全国优
秀项目经理，专程到彩虹湾三期项目
工地观摩，引起很大反响。通过培训，
让质量安全监督人员对装配式建筑
所需要重点监督控制的要点，有了更
加清晰的认识，也使得参建单位学到
了新的施工工艺，了解到装配式建筑
最前沿的施工技术信息。
唐

合同及收运台账等。 检查的同时对
各单位负责人开展垃圾分类普法教
育，各单位充分认识到开展垃圾分类
是不容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通过联合检查活动，安亭镇建立
完善了环卫作业公司、管理部门和执
法部门三位一体的生活垃圾规范清
运联合监督体系，环卫作业公司在一
线工作中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管理部
门负责协调处置，执法部门负责取证
执法。 一整套联动机制的建立，给安
亭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提供了坚实
保障。
递

前不久， 有居民反映浦锦路2161弄浦恒馨苑小区
16号附近存在污水井溢出污水现象， 给周边居民的生
活带来严重的困扰。
浦恒馨苑居委在获悉此事后， 一方面会同小区物
业多次前往现场查看，并采取了一定的应急措施，暂时
缓解污水外溢的现象；另一方面，浦江镇及浦锦街道召
开了专题协调会，明确了由开发商为施工主体，负责将
小区管道与市政管道接通。 会后，物业、开发商立即对
小区污水管道开展全面排摸和连通作业。 经过一段时
间的紧张施工，于8月中旬完成了小区污水管与市政污
水管的连通工程，解决了小区排污不畅的难题。
近年来， 闵行区以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 围绕
做实网格化前端精细化管理，重点完善居村、街镇、区
三级网格平台，进一步将资源、服务、管理力量下沉至
前端网格平台，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效能。 通过前端自
治，将城市顽症和民生诉求发现在初期，处置在前端，
解决在基层，给闵行老百姓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幸
福感。
诸

闻

记一次十分有意义的暑期户外亲子活动

这些天， 孩子们都已进入了开学后的紧张
学习阶段，但居住在宝钢五村的孩子们，回想起
这次暑期中的户外亲子活动， 仍然让大家觉得
意犹未尽，而且回味无穷。
原来今年8月， 宝钢五村关工委为了让暑
期中的孩子们拥抱大自然， 开展了户外亲子游
活动。 为期两天的
“
平安
‘
童’行伴成长”活动在
崇明水秀舫休闲农庄进行， 目的是通过户外亲
子活动，让孩子亲近大自然，全方位开发孩子们
的动手能力，加深父母和孩子的情感链接，以有
益身心的体验， 引导和培养小孩子的独立生活
能力。
一路上， 孩子们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美丽风
光，兴奋不已。亲子活动第一个节目是游戏环节
极速60秒，孩子们分成两组进行PK赛，在规定
的时间里大家只有通力合作才能找到相应的数
字图片，本着
“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所
有参与比赛的孩子都玩得非常尽兴， 既体验了
合作的快乐，又增进了同伴们的感情联络。

志愿付出为“
创全”

8月正是崇明翠冠梨收获的季节， 孩子们
见到满树的累累硕果， 纷纷手提篮子穿行在果
林里采摘惹人喜爱的翠冠梨，小伙伴相互协作，
很快都得到了满意的收获。
“
欢乐采摘”活动，让
大家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亲子活动环节也相当有趣， 这是设定的传
词活动。 其中每项内容都需要孩子们的积极配
合才能完成，既考验耐力又考验默契，同时也让
孩子与父母收获了浓浓的亲情。 在结束活动任
务后，孩子们一起荡秋千、踢足球，绿草如茵的
草地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面对这样有意义的亲子活动，家长们都表示
很有新意，大家认为：通过让孩子们与大自然的
亲近，既锻炼了孩子的意志力、抗挫折能力，又增
进了家庭成员间的沟通能力， 加深了亲子关系，
十分有意义。 因此，陪伴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感
恩父母养育之恩、孝敬长辈的新风尚，也在友谊
社区进一步发扬光大。
东

宁

持续发力不懈怠

山

安亭镇开展垃圾分类“
亮剑行动”
本 报 讯 今年8月-9月，嘉定区
安亭镇开展垃圾分类“亮剑行动”
——
—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专项检
查。 重点检查25家单位，共开具处罚
决定书1份，责令整改通知书1份，现
场指导12家单位进行整改。 对于垃
圾分类存在问题的单位， 今后还将
定期进行复查。
据悉， 安亭镇环卫管理部门联
合城管执法中队、 市场监督所对单
位生活垃圾的产生、存放、清运等全
部环节进行检查， 包括垃圾分类的
硬件设施、 单位食堂饭菜加工过程
中的垃圾分类投放、 生活垃圾收运

污 水 溢 出 惹 民 忧 ，多 措 并 举 解 难 题

宝钢五村：平安“童”行伴成长

争当进博先锋 建管党员在行动
本报讯

了交通道口的安全指数，确保步行者的安全系数。

之

本报讯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宝林二村党总
支，联手物业、业委会和辖区单位，按照街道创
全工作（创建国家文明城区）部署要求，结合小
区实际，积极发挥小区党员、志愿者的先锋模范
作用，全身心投入创全工作，由迎检阶段进入到
了常态阶段，经过五十多天的奋战，小区环境面
貌改善收到显著成效。
一是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自6月初至
“
社区通”平台加大宣传力度，
今，宝林二村利用
发布创全倡议书、各类信息等58条，多次通过
召开专题会议，在微信群、电子屏、宣传栏上发
布创全宣传标语和新
“
七不规范”等，引导居民
积极参与，线上线下，形成共同创全氛围。
二是坚守岗位，持续发力。面对持续高温天
气，宝林二村的创全志愿者，始终按照节点，默
“
绿化带清洁集中行动周”
默坚守点位。 在开展
期间，书记带队对小区绿化带内的乱堆物、白色
垃圾、烟蒂、枯枝败叶集中清理，清除整改乱张

贴、乱晾晒，清理白色垃圾。在防御强台风期间，
将防台防汛与创全工作相结合， 在街道的统一
指挥下，妥善处置阳台花盆，关闭楼道门窗。 应
急小组彻夜不眠，坚持小区巡查，及时避免两起
安全隐患。 台风过后，志愿者齐心协力，捡拾树
枝，清扫树叶垃圾，恢复小区环境卫生面貌。
三是积极参与，乐享创全。宝林二村有一群
最可爱的人，他们中最大的有70多岁，最小的
才10岁， 这些党员和学生共同作为志愿者，穿
上绿马甲、红马甲，任劳任怨，把创全作为一种
使命和责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捡拾草丛里的
白色垃圾，规整马路两边无序停放的非机动车，
铲除街头小广告，整治卫生死角，劝导行人遵守
交通法规，清理花坛等等，背后都有志愿者的身
影。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参与，小朋友带着父母来
参加，争做热爱公益的志愿者。由于志愿者的付
出，才使小区环境更美丽、生活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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