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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家桥街道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整区域全覆盖
目前， 长宁区程家桥街道辖区所有42个小区均已推
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实现覆盖率100%，42个
小区居民支持率均超过95%，投放准确率基本达到98%，
破 袋 投 放 率 达 到 95% ， 日 均 资 源 化 利 用 率 达 到 40%
-60%；售后公房实现
“
两网协同”一体化全覆盖；42家单
位全部落实垃圾分类工作，分类实效良好；辖区内所有7
条商业道路上的194家沿街商铺全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上门收集工作，分类准确率达到95%，在长宁区率先实现
了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整区域全覆盖。

党建引领

探索总结建机制

分类施策

程家桥街道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探索总结了一套
“
五定”工作法。 定时：分别确定每个小区的
党建引领下的
垃圾箱房开放时间，实现定时投放垃圾、定时运输垃圾。
定点：垃圾箱房经过改造提升，指定为垃圾投放点。 定类：
严格按照上海市标准，将生活垃圾进行
“
四分类”。 定人：
招募
“
两网协同”工作者和社区垃圾分类志愿者，做好箱
房管理和值守指导。 定制度：确定工作例会制度、志愿者
招募培训交流制度、台账登记制度、数据分析制度、减量
公示制度、志愿者固守巡查制度、监督检查制度和考核激
励制度等八项工作制度。

分步实施

办事处确定
“
三步走”的工作路径。
第一步探索试点：2017年10月18日， 在上航新村启
动了
“
两网协同”和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试点。 第二步
复制推广：认真总结试点小区的工作经验，在多个不同类
型小区开展复制推广，实现了试点居民区全覆盖、不同小
区类型全覆盖、售后公房
“
两网协同”一体化全覆盖。 第三
步整区域推进：围绕创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道，
实现居住区垃圾分类全覆盖、社区单位垃圾分类全覆盖、
沿街商铺生活垃圾分类上门收集全覆盖。

紧盯目标抓推进

为了整区域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程家桥街道党工委、

因地制宜破难点

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 程家桥街道针对不同类
型小区以及垃圾分类推进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积极想办
法、出实招，逐个突破。
一是针对大型居住区， 按垃圾箱房的设置划分成若
干片区，由居委干部、块长和楼组长包干负责开展工作，
并在各片区中选择1个作为试点， 落实统一的管理模式，
带动其他片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二是针对无物业（业委
会）小区，搭设双拥平台、自治平台、交流平台，在确保小
区正常管理的前提下，逐步落实垃圾分类主体责任，推进
小区垃圾分类工作。 三是针对无垃圾箱房小区，创新设置
简易箱房、共享箱房、智能箱房，解决垃圾箱房硬件缺失
问题。 四是针对涉外小区，通过双语志愿服务，文化交融
沟通，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五是针对商务楼宇，立足

寻找你身边的水仙雕刻大师

“
五有”，即有认识、有压力、有示范、有实惠、有方法，分批
组织企业员工参与垃圾分类培训， 将开展垃圾分类纳入
对商务楼宇有关服务考核中，并积极探索
“
楼长、层长、桶
长制”。 六是针对沿街商户，由街道领导担任主要商业道
路路长，牵头推进垃圾分类上门收集工作；落实门责制，
激发各商户的自律意识； 环卫公司每天3个时段上门收
集、运输。
下一步，程家桥街道将进一步贯彻落实长宁区委、区
政府工作要求， 在巩固生活垃圾分类整区域覆盖工作成
效的基础上， 在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效性和精细
化管理上下功夫，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抓实做好。

申城上半年赏花攻略

一起来2019新春市民水仙花展打擂台
共青森林公园花艺展示馆
市民雕刻作品送展时间 & 地点：
2019年1月28日至1月31日上午9时至下午3
时
市民参赛者可将水仙雕刻作品送到公园游
客服务中心（公园西大门，军工路2000号入），并
现场填写参赛资料， 参赛作品要求有主题名称。
参赛作品将根据主题分为不同区域在水仙花展
展出，并最终评选出各类奖项，给予荣誉及资金
奖励。
咨询电话：65328547

蜡梅

奖项设置：

隆冬水仙飘香，上海共青森林公园将携手上
海市公园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公园行业协会举
办
“
2019新春市民水仙花展”，展示水仙造景之
余， 还将举办一年一度的水仙雕刻造型大赛，将
为水仙雕刻爱好者和市民游客提供一个展示水
仙雕刻和养护技艺的专业平台，让大家在赏花之
余感受中国传统的水仙文化魅力。
无论是造型大师，还是水仙爱好者，或是普
通市民，只要你愿意把自己的水仙造型作品和大
家分享，就欢迎你来参赛。
展示时间 & 地点：
2019年2月1日至2月15日

专家评审将评出最佳雕刻奖、 最佳造型奖、
最佳养护奖、最佳创意奖等奖项，市民可通过微
信投票选出
“
最佳人气奖”，园方将在元宵节期间
通过网络公布获奖名单。

一月·暗香浮动
蜡梅
在我国，很多人误以为蜡梅就
是梅花。 其实二者完全不是一个植
物科属。 梅花是蔷薇目蔷薇科乔
木，蜡梅则是蜡梅科蜡梅属。
蜡梅在百花凋零的隆冬绽放，
斗寒傲霜， 是冬季赏花的理想花
木。 现在正值蜡梅绽放的好时节，
古猗园、上海植物园、真如公园蜡
梅展都值得一去。

每周野趣 （第八十一期）

果实奇怪的位置
果实是由花发育而来，所以花的位置
就决定果实的位置。 通常植物的花果着生
在叶腋，但总有些奇特的果实不按常理出
牌。“
叶上生花”“
叶上结果”这种连续发生
的现象，在百部科的百部叶片上就能观察
到。 这种植物属于上海原生种，比较少见，
但是在花期遇见它， 肯定一眼可以识出，
因为其花生于叶上。 在其他科属植物中，
依旧存在这种现象。 青荚叶及它的小伙伴
都可以“叶上生花”“叶上结果”。 关于其中
的原因，通俗讲就是花梗或者花序梗与叶
片愈合形成的。
“叶上结果”的现象是不是很有趣呢？
和它一样有趣的还有“老茎生果”。 一般植
物的茎干都是用来支持上面的小枝和叶
子生长，连接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用来
运输养分。 但“老茎生果”这类植物的茎就

步入2019，在辞旧迎新之际为
大家准备一份全年赏花攻略，助你
一手掌握沪上花事动态，感受全年
“
花无缺”。 本期先送上申城上半年
花事动态。

二月·疏影横斜
梅花

紫荆的果荚

—挂果。 这种现象在沪上
多了一种功能——
很常见，栽培最多的要数紫荆，心形的叶
子几乎都在顶端，留下花果生在光秃秃的
树干上，花格外显眼，果分外招摇。 异域的
“老茎生果”很多果实色彩很丰富，而且还
可以吃，如菠萝蜜、榴莲、大果榕等。
果实是植物的繁衍载体，果实的位置
或上或下，却处处彰显植物的智慧。 每一
种位置细细深究，都会有不一样的乐趣。

梅花原产中国南方，已有三千
多年的栽培历史。 作为中国十大名
花之首，梅花与兰花、竹子、菊花一
起列为“四君子”，与松、竹并称为
岁寒三友”。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梅花以其
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立
志奋发的激励。 冬季是属于梅花的
季节， 上海奉贤海湾国家森林公园
拥有华东最大的梅园， 已成功举办
多届上海梅花节，是赏梅的好去处。

三月·雅致玉润
白玉兰
每到三月，市民都会惊喜地发
现，料峭春寒中唯有“白玉兰开花
了”。 这是一种落叶乔木，先开花后

有叶，挺拔向上开放的花朵，不仅
温婉如玉而且馨香如兰。 早春时节
一片肃杀中，独自绽放在高枝半空
中的白玉兰花， 似雪涛如云海，束
素亭亭玉殿春。
白玉兰作为上海市市花，象征
着一种开路先锋、 奋发向上的精
神。 成为市花30多年来，白玉兰遍
植上海中心城区、郊野公园、公共
绿地。 如今，在辰山植物园、上海植
物园、人民广场、重庆南路兴业路
的木兰园等，早春时节都能见到白
玉兰的繁花盛景。

四月·国色天香
牡丹
牡丹是芍药科芍药属植物，花
色泽艳丽，玉笑珠香，风流潇洒，富
丽堂皇，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
在栽培类型中， 主要根据花的颜
色，可分成上百个品种。 牡丹是四
月当季花朵，每到这个时候，沪上
各大公园会纷纷推出牡丹花展，缭
乱人眼。

五月·一帘幽梦
紫藤
紫藤，一种落叶攀援缠绕性大
藤本植物，春季开花，花期一般是
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青紫色蝶形
花冠，花紫色或深紫色。 紫藤花开
满一大片的时候十分浪漫，香气蓊
郁，如入梦幻之境。
嘉定紫藤园坐落在上海市西
北郊的嘉定区博乐路环城河畔，园
内栽有26个品种96株紫藤， 有紫
色、粉色、白色，有单瓣也有复瓣。
漫步于紫藤之下，熏陶在阵阵花香
之中，想不陶醉也很难。

六月·栀子花开
栀子花
栀子花花香袭人、 沁人心脾。
每年栀子花开的时候，也是一届届
学子和高校再见的时候了，所以这
象征青春的栀子花在沪上高校十
分常见。
下半年赏花攻略更多精彩内
容也将会在近期推出，请读者持续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