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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有力

普陀城投打好“组合拳” 环境展新颜

本报讯 作为上海的中心城区普陀区， 普陀城投下属
各企业全力以赴，持续强化城区市容环境面貌保障、道路维
护及各项安全管理等工作，以崭新的面貌、优质的服务迎接
来自八方的宾朋，确保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召开期间，
各项保障任务安全有序运行。

优化作业时间

创新精品保洁

近期，普环公司为进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工作，以
“
全
方位、全时段、立体式”精品保洁模式为要求，调整了清道作
息时间，弥补了7点至8点的空白时间段，试点精品区内道路
保洁优化模式，打造
“
白天不见大扫帚”路段，并主攻与进博
会关系密切的
“
两线五店两区”区域。 据悉，从9月下旬开始，
普环公司就增派人手，与园开公司协同作战，对内环线、中环
线
“
两线”下方绿化带进行
“
一体化保洁养护”。 每天早晨6点
至8点的高峰时间，园开工人先对绿化进行保洁、浇水，之后
的早晨8点至晚上8点，由普环工人在清扫路面的同时，捡出
绿化带内垃圾。 另外，公司还对全区11条主要道路，进行了
大整治、大冲洗；每天加大对废物箱的清洗频次。
在普陀区，公共厕所也从里到外添新颜。 10月30日前，
普环公司完成为全区83个公厕美化升级，增加绿化摆设，以
四季主题为构思，以
“
春季浪漫樱花”、
“
地中海风情”主题公
厕为基础，着力打造一批生态智慧型公厕，并启用新开发的
“
智慧公厕”管理系统，深化公厕管理，提升精细化、信息化的
综合管理水平。
公厕硬件设施升级、绿地景观更新、高架换上新型隔音
屏、苏州河护岸天桥变身……在公司各条战线的奋战下，区
域市容市貌精益求精，新变化、新亮点不断出现。

增强绿化布置

美化公园街口

行走在普陀区的街头， 你会发现最近新增了好几处园

艺景观。 其实早在8月，园开公司及长风公园就已开始了物
资准备，提前预定了花卉120多万盆、各类品种约30余种，用
于布置及修补各重要绿化点位。
国庆前夕，在区政府门口、桃浦路真北路口、近铁城市
广场、长风公园、管弄公园等地，以喜迎进博会为主题，用凤
仙花、一串红等鲜艳花卉拼组出的约50处花坛花境，点亮了
普陀的主要路口、公园、商圈，让人眼前一亮。
在曹杨路、金沙江路和曹杨路等主要道路，原来的中央
隔离栏被撤去，转而变成了一排排栽有长春花、龙船花的道
路花箱。 这是园开公司和养护公司共同作战的成果，先由养
护公司拆除道路隔离栏， 再由园开工人夜间施工布置。 另
外，在长风公园、长寿路中心绿岛、泸定路月季大道、光复西
路樱花花径等地，园开工人或是增添花卉，或是对植物作修
剪、施肥、药剂防治，进一步提升了城市景观。

升级市政养护

关停等强制措施。 针对施工项目，大力推进装配式建
筑，将装配式建筑要求纳入监管信息系统，在报建、审
图、施工许可、验收等环节设置管理节点进行把关，将
达到一定规模的建设项目在土地出让合同中明确装
配式和预制率、装配率的强制要求。 目前共有11个项
目落实装配式建筑，其中8个商办，3个住宅类。 与此
同时，还加强施工扬尘管控,落实绿色施工、文明施
工、渣土运输扬尘管控和道路保洁措施，分析在建工
地、道路扬尘在线监测数据，强化日常巡查、专项和联
合执法，督促问题整改，处罚在线数据超标工地。前三
季度， 共出动139批781人次从严查处工程渣土运输
宏 健
车跑冒滴漏、偷倒乱倒违法行为。

友谊路街道精细化整治全覆盖

为确保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
上海顺利进行， 友谊路街道社区加强对市容市貌
和违法违规经营现象的治理，11月2日下午， 街道
组织市场监督管理所、 城管友谊中队、 网格中心
（安管所）、综合执法队、网格监督员、东晨市容等
相关职能部门， 进一步推进迎进博治理违法违规
经营专项工作。
据悉，各相关职能部门共提出六点要求：一是明确工
作目标及工作职责，细化整治措施；二是对违法违规经营
场所开展全面的检查整治，特别对
“
老年保健品推销”违法
经营，将坚决打击；三是对
“
三合一”场所再次全面排查，做

精细管理全天候

本报讯 5日上午，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
地处青浦徐泾的国家会展中心拉开了帷幕，场馆内各
类进口产品吸引了众人眼球，而在场馆周边的服务保
障措施也毫不懈怠。 一支活跃在场馆外围的24小时进
博会网格精细化管理队伍，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工作中。
据悉，在会展中心周边区域，来自青浦区的一支
支由区城管、绿化市容、建管、安监、市场监督、消防、
环保、水务8个专业执法部门，以及徐泾镇网格人员
组成的巡查队伍，在进博会核心区、延展区等区域进
行全方位的巡查。据介绍，他们一旦巡查到任何问题，
监督员就按照即发现即处理的模式进行操作，如果当
场无法立即处理，则将情况上报给网格中心。 当记者
跟随着队伍巡查至谢卫路时，监督员发现了一团团电
线和铁丝无序缠绕悬挂在行道树上，存在安全隐患，

到
“
沿街沿路不错过、挨家挨户不放过”；四是加强对商铺、
企业、厂区的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无安全隐患，保障一方平
安；五是强化市容市貌的环境治理；六是有效发挥街面巡
逻、网格巡查、视频监控等措施，实时快速发现问题，及时
上报处置。
针对
“
进博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街道提出三点
要求：一是认清形势，提高站位，确保安全生产工作不
留盲点、不留死角。 二是严守底线，责任到人，确保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三是周密部署，狠抓落实，确保从
紧从严检查， 全方位落实首届进博会的各项安全措
施，为保障辖区安全形势平稳有序保驾护航。 贡 健

服务保障真给力
巡查员立刻拍照、定位，将情况上报到了网格平台。
情况一经上报， 设立在青浦服务保障进口博览
会前线指挥中心的网格化管理平台， 就会立马接到
巡查监督员的上报内容， 瞬间监督员所拍摄的现场
照片也会显示在平台信息屏上。 平台管理人员就会
根据刚刚收到的内容， 立即派单给责任部门——
—青
浦区公路所。 收到派单后，工作人员5分钟后赶到现
场勘查，并部署施工人员到现场施工。当行道树上的
电线处置完毕，经过巡查监督员验收，并向平台上传
验收照片之后，平台允许结案。
据悉，在展会举办期间，网格巡查时间为24小时
全天候，每天分三个时间段进行巡查，白天全网格巡查
不少于三次，夜间重要路段、河道、点位巡查也不少于
三次，突出重点区域和点位，保障安全无漏洞。 致 力

加强工地巡查

城投公司除了四家公共服务板块企业担当保障主力，
其他子公司也及时动员、积极作为，发挥管理职能，提升自觉
行动助力保障工作。
普环公司确立了一套新的洒扫冲洗方式并推广实施，
“
定人，定车，定点，定时”负责区内25个道路扬
从9月中旬起
尘污染线下监测点位、进博会重点地区的周边洒水降尘。 此
外，普环公司还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当实时降尘量检测指数
超出0.18毫克/立方米警戒线时， 作业班组30分钟内赶到现
场及时进行洒水降尘。
安居公司严控施工工地土方、扬尘、噪音污染。 加强作
业车辆机械进出工地冲洗，沿途做好滴漏污染巡查监督；实
施现场工地保洁、垃圾清运、洒水降尘、滤网覆盖措施，最大
限度减小施工扬尘污染；各工地制订了相关施工组织方案，
按施工计划提前做好施工材料准备、 进场堆放等先期准备
工作，最大限度地确保各项工程有序推进。
安锦公司旗下的安德宜酒店全力部署，加强实行住客、
访客实名制双登记工作，保证监控记录保存30天以上；加强
巡查，重点打击
“
小卡片”；不允许出现一个人开多间长包房；
寄存行李开箱检查，非住宿人员不允许寄存。 公司旗下的白
丽生活广场则配合公安部门全面登记商场从业人员信息并
知 礼
建立电子档案。

市政管理企业加强各条道路上更新修复市政设施凸显
成效。 市政养护公司、市政工程公司均以高标准、严要求，强
“
西大堂”，
化日常养护和工程建设施工。 普陀区作为上海的
沪宁高速是许多参会外地客商的入城必经之路。 8月底，市
政养护公司接到了整治沪宁高速入城段附属设施的任务，
统一更换新型隔音屏，油漆涂装防撞栏和护栏。 为了不影响
日间交通，作业队伍只能在凌晨零点至5点进行。
长寿路上的西康路、胶州路两座人行天桥，由于
“
服役”
时间较长，配套设施也存在不同程度老化，市政工程公司对
两座天桥实施拆除，克服地下管线、前期协调、人车安全三大
难题，连续夜间凌晨施工，33天成功完成了拆除工作。
市政养护公司、市政工程公司均对管辖范围的市政设施
进行了巡视排查，特别加大了
“
两线五店两区”周边的巡查力
度，排查真南路等主要路段，对发现的损坏状况及时报送及时

聚力迎进博
本报讯

强化扬尘治理

呵护路沟桥岸

虹口区整治工地扬尘改善空气质量

本报讯 为确保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沪顺
利召开，虹口区建管中心与区环保部门联手，加大对沿途工地
扬尘有碍空气质量的整治力度，让中心城区天更蓝、地更绿。
据悉，多年以来，虹口区建管委、区建管中心和区
环保局等职能部门紧密配合，各司其职，加大对工地
扬尘的治理力度。 一方面积极倡导绿色施工、文明施
工，推动企业绿色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
通过走访、监督、执法等举措，使管理与监督的职能相
得益彰。据统计，虹口区空气中扬尘颗粒物平均浓度，
在上海中心城区处于最低水平， 环境治理已凸显成
效。 自2015年以来，虹口区除了对企业锅炉实现清洁
能源替代，对环保不达标或治理成本过高的企业实行

修复，对车行道窨井进行升级，更换自调式防沉降盖框及盖
板；利用无人机航拍，检查了金沙江路空中连廊顶部情况。
市政工程公司对长寿路、江宁路、中山北路、陕西北路、
西康路、光复西路等进行了地毯式排查，完成车行道沥青路
面修补，人行道板砖更换，各类护栏养护补缺。 对苏州河普
陀段沿岸护栏翻新粉刷，护岸墙面彩绘装饰，布置护岸绿化
景观。

图片新闻

科创小镇举办中外文艺交流
本 报 讯 金秋
季节、丹桂飘香。 第
十届上海宝山国际
民间艺术节日前在
科创小镇高境镇举
行。伴随着海派舞蹈
《海的追寻》，拉开了
演出的序幕；悠扬的
板胡声《众手浇开幸福花》丝丝入耳，波兰
“
小西里西亚”民族歌
“
舒门”传统民族歌舞团的表演
舞团的表演风格独特，保加利亚
欢快愉悦，墨西哥萨波潘
“
神庙”民间舞蹈团热情奔放，《北京喜
讯到边寨》用美妙的音符将社区点亮；中外大联欢《美丽中国走
起来》， 让中外艺术家与在座嘉宾始终洋溢在欢乐祥和的氛围
里，整场演出使得观众们掌声不断。
外国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还饶有兴致地欣赏了高境镇非遗作
品展——
—高境布艺堆画和
“
蔡氏剪纸作品展”，非遗传承人的热
情解说，以及展品浓郁的民族特色深深地吸引了外国友人。极具
地域风采的艺术表演， 让高境居民享受到了“
家门口的五洲风
潇 潇
情”。

市执法总队实地推演
“进博会”保障预案
本 报 讯 按照
“
对标一流、体现双最、优于世博”的工作要求，上
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总队作为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6支
“
进
口博览会城管执法保障突击队”之一，抽调全总队精干执法力量，全
面加强进口博览会举办期间重点保障区现场执法保障工作， 为成功
举办进口博览会提供有力的执法保障。
据悉，首届中国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前夕，市执法总队领导
亲自带队，率领总队
“
进口博览会城管执法保障突击队”各组负责人
再次前往国家会展中心周边区域、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域，以及闵行区
新虹城管中队， 对进口博览会增援工作进行开幕前的最后一次实地
摸排和现场推演。 通过实地查看进博会核心区域现场情况，对具体增
援方案进行了再部署、再细化，并与闵行区新虹中队相关负责同志就
进一步加强进口博览会核心区域保障工作展开会谈。 通过在国家会
展中心周边主要道路现场实地推演保障方案， 进一步细化和优化了
“
进博会”保障方案，使方案的可操作性得到进一步增强。
“
冲刺
在连续不断的保障任务中，执法总队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
100天、决胜进博会”誓师动员大会精神，严格按照增援方案要求，落实
各项城管执法增援准备工作，发扬
“
团结奉献扬正气、忠诚敬业争一
东 宁
流”的总队精神，全力以赴做好进口博览会执法保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