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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浦镇多方联动打通社区
“
肠梗阻”
本 报 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
汽车的普及，学校周边上下学交通拥堵问
题越来越凸现， 不仅影响了居民的出行，
也给师生的安全带来了隐患，成为居民群
众反映强烈的一个社会问题。 宝山月浦镇
老旧小区乐业五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辖
区内有两所学校，每到上下学时段，都在
重复上演着堵车的系列肥皂剧。 居民、家
长和学校对此都颇有意见。
为了缓解校园周边上下学交通拥堵
问题，乐业五村居委会进行了实地勘测和
探访，发现了形成拥堵的主要原因。 一是
高峰拥堵。 上下学时段，家长集中接送孩

子，造成拥堵，而中午和下午相对通畅。 二
是违规停车。 学校门口的机动车、非机动
车乱停放、随意掉头，造成交通秩序混乱，
增加学生的安全隐患。 为此，镇社区办、教
委、交警、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等单
位部门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协商。
初步方案拟定后，居委会借助“社区
通”平台发布方案意见征询帖，居民们纷
纷投出自己赞成的一票，满屏的留言聚满
了民意，大大激发了群众参与社区自治的
热情，让社区治理工作更贴近民生、符合
民意。 交警部门定期开展专项治理，对校
园周边的违规停车加大打击和处罚力度，

保障学校周边道路的畅通。
校方加强对校门专职保安的交通指
挥知识培训，提高业务技能，在上下学时
段安排保安、老师、家长委员会代表轮流
在校门口值班，疏导门口交通，引导学生
和家长安全通行，必要时安排不同年级以
错时方式上下学，尽可能地缓解校门拥堵
现象。 社区在重点时段增派志愿者现场疏
导，指挥车辆快速驶离，缩短家长接送时
在校门口的滞留时间。 会同交警、交通部
门实地勘察路况， 根据校园周边车流量，
尝试高峰时段开放小区南边门，车辆实行
单向通行，实现人车分流。 居委会通过社

区板报、
“
社区通”推送信息等方式，持续
强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醒车主社区文
明行车有序停放，进一步提升居民的交通
文明意识，优化社区交通秩序。
目前，月浦镇乐业五村辖区社区交通
专项治理方案实施以来，校门口的拥堵现
象已得到一定的缓解，较好地解决了校园
周边上下学交通拥堵问题，得到了群众的
一致认可。 乐业五村党总支根据辖区学校
所处路段的交通特点， 多方协同实地勘
察、研究，并民主制定治堵专项方案，有效
保障学生及居民的出行安全，成功为社区
消痛点、疏堵点。

城市速递

以
“
一窗综办”对应
“一网通办”
徐汇推动行政审批服务再升级

暗香浮动迎新春
这几天，闵行区莘庄梅园的梅花已有一些争相绽放，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也引来不少市民前往赏
花、拍照。 公园里张灯结彩，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图文 东方 IC

长宁“
社区青年规划师”项目试点全面启动
本 报 讯 针对2018年大调研工作中部分青年
社区缺乏能够吸引青年积极参与的活动”的
提出“
意见，部分社区提出的
“
志愿骨干以老年为主，缺少
青春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部分社会组织提
出的
“
想为社区做点事”的愿望，围绕上海
“
设计之
都”建设这一目标和长宁
“
国际精品城区”建设和城
市更新这一战略，依循共青团
“
向社区走”的工作主
线，在上海团市委、市规土局等单位的指导下，长宁
区团区委联合大鱼营造、 四叶草堂等社会组织，全
面启动
“
社区青年规划师”项目试点工作。
开展
“
走进社区”系列活动。 以参与一次居委会
或业委会专题议事讨论、 组织一次社区志愿行动、
举行一次
“
社区开放日”或社区功能提升茶话会等
形式，建立起青年规划师与社区群众、热心居民、公
益达人等群体的沟通交流渠道，为其了解社区民生
百态和社区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奠定基础。
推动
“
社区微更新”项目落地。 在整体规划研讨
过程中，向街道、镇等部门征集具有最广泛群众基
“
社区微更新”需求，形成“社
础和最为迫切现实的
区微更新”项目方案。 通过社区基金、城市更新项目
资金、 业委会基金等多种方式和渠道落实基金来
源，助推生动、有趣、可观的“社区微更新”项目落
地。
成立
“
社区青年规划师工作室”。 在各街道（镇）

建立
“
社区青年规划师工作室”，以市规划和国土资
源管理局推荐的专业规划师为主导，凝聚一批由街
道代表，居委会、业委会代表，居民，青年达人，其他
青年规划师等各方代表共同参与的社区规划核心
工作小组。 根据不断变化的社区社情民意，定期探
讨未来辖区整体规划，针对公共空间功能提升和居
民宜居需求，提出建设意见。 不定期召开
“
社区青年
规划师工作室”扩大会议，就社区规划推进意见征
求各方意见， 积极吸纳更多有兴趣的社区居民、青
年达人参与社区自治共建。
举办
“
城事社计节”。 通过主题寻访活动、定向
运动赛、摄影沙龙、群众投票、艺术展演等形式，每
年将社区规划中的
“
微更新”项目进行集中展示，邀
请城市规划业界知名专家、学者担当评委或特邀嘉
宾，为城市更新设计案例作专业点评，将
“
城事社计
节”作为展示实践案例、传播规划理念、扩大影响效
应的有效载体。
发掘和培育社区参与型青年社会组织。 通过
“
社区青年规划师” 项目吸引更多的社区青年达人
回归社区，为社区发展贡献力量。 引导、鼓励、支持
志同道合的青年人成立社区参与型青年社会组织，
构建起社区工作中的第三方专业力量， 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良性互动机制，为基层社区注入新鲜
血液，汇集更多智库。

夯实基层组织安全工作 保障社区有序稳定

本 报 讯 近日，杨浦区殷行街道召开
“
2019年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年动员会”。 会议由街道党工
委胡副书记主持， 街道各职能部门及场所院队负
责人、各新村片区书记、治保干部及辖区物业公司
负责人参加。
会议强调要以线索管理为牵引， 切实营造对
黑恶势力
“
人人喊打”的社会氛围，对
“
黑物业”“黑
保安”
“
黑物流”
“
黑中介”
“
黑金融” 等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新领域、新行业，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全
面掌握黑恶势力底数。 胡副书记强调，一是要积极

投身专项斗争。 号召广大居委干部带头采取多种
形式，动员群众积极投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发动
群众举报涉黑涉恶犯罪线索。 对群众的实名举报，
要及时核查反馈，并落实相关保护措施，消除后顾
之忧。 二是要加强正面宣传。 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 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同黑恶势力作斗争的
信心和社会氛围。 三是要加强舆论引导。 及时发
现、封堵、删除有害信息，避免和消除社会误解，确
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顺应群众意愿、 得到群
众认可。

本 报 讯 网上办事已成为
潮流，但也不应该排斥
“
面对面
办理”的选择。 徐汇区新近在推
动网上行政审批服务升级中，以
“
一窗综办”对应
“
一网通办”，用
“
线下服务”切实可感地为
“
线上
速度”增加行政服务的
“
温度”。
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主任
“
一网通办”的目的
宋开成认为，
是要解决行政审批服务中
“
快”
“
综合
和
“
办”的问题。 徐汇区以
窗口”的方式，实施人工版的
“
一
网通办”服务，就能在最大程度
上让市民在线上线下的选择中
享受到行政服务的便利。
据了解，人工版的
“
一网通
办”，由前台、中台、后台组成。
在行政服务大厅里可以看到，大
厅中间有处
“
人工服务岛”，围在
人工岛周围的18个全透明的综

宝山牵手上外

合服务窗口称为前台。 18个综
合窗口业务
“
零差别”，353项申
请事项可在任何一个窗口办理。
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的身后就是
中台，实施各部门审批事项向一
个科室集中、各部门审批科室向
行政服务中心集中的“
两个集
中”新举措，所以坐镇中台的都
是各部门专业审批人员，由他们
为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提供专业
支持。 只要前台有不清楚的地
方，身后中台的专业人员马上可
以提供咨询。
目前， 徐汇区98%的涉企
审批事项入驻行政服务中心，全
区83个专业审批窗口缩减成18
个综合窗口，353项法人事项细
化成1015项办理情形的操作细
则。 审批事项办理时限比法定
时限压缩80%以上。

北部产城融合再加力

本报讯 （记者 张宝珍）昨
天， 宝山区与上海外国语大学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区领导汪泓、范
少军、周志军、陈筱洁，上海外国
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 党委副书
记、校长李岩松等共同出席。
根据协议，上海市宝山区教
育局、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宝
山工业园区合作成立一所公办
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定名为上海
外国语大学附属北郊外国语学
校。双方力争在三年内将上外北
郊学校打造成为上海市宝山区
基础教育的一流学校，五年内建
设成外语为特色， 上海一流、宝
山拔尖的公办学校。上海外国语
大学附属北郊外国语学校是宝
山北部地区的重点配套项目，将
通过集聚优质教育资源，打造宝
山北部地区产城融合新亮点，进
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增强配套服
务功能， 打响上海北郊品牌，着
力提升北部地区发展能级和核
心产业竞争力，为产业发展和城
市功能提升提供强有力支撑。
上外北郊学校位于园区西
南部公共服务配套区域金池路
295号，紧邻园区居住地，规划
约46亩，总建筑面积约22205.5
平方米，建设及设施设备总投资
约1.26亿元， 包含3栋教学楼，1
栋综合楼，1栋实验楼，1座多功
能教学楼及1座风雨操场，学校

办学规模初定40个班级、1600
名学生。该校是宝山工业园区第
一所集中学与小学为一体的基
础教育配套设施， 计划于2019
年9月开学。 学校将通过上海外
国语大学及其附属外国语学校
输入优质的师资资源、教学资源
和办学管理。 学校建成后，将解
决宝山北部住宅建设和大量人
口导入后的教育服务的问题，解
决北部居民和企业职工的后顾
之忧，进一步为宝山北部地区的
产城融合、 项目配套奠定基础，
为宝山北部建设成为生产生活
相融合的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
的产业新城再添新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新中国
成立后兴办的第一所高等外语
学府，是教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
共建、 进入国家“
211工程”和
双一流”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
“
多年来，学校秉承
“
格高志远、学
贯中外”的校训精神和
“
诠释世
界、成就未来”的办学理念，致力
于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
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
学。
仪式上，宝山工业园区与已
入驻园区的高端房产开发企业
上海宝琛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万
锴房地产有限公司、上海中建八
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
办学出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