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公园商圈添新通道
近日， 连接中山公园轨交站与来福

士广场二层的玻璃连廊搭建完成， 每天
7:00—22:05 试开放通行， 工程预计 4月
正式竣工。 轨交 2号线与来福士广场 B1

层之间的地下通道也已完成土建，目前正

在进行扶梯安装和内部装饰，预计今年年底前
投入使用。

左图为已经完工的玻璃连廊。

右图为地下连接通道，工人正在进行内部
装饰。 本报见习记者 孟雨涵 摄影报道

普
陀
区
二
级
旧
里
以
下
房
屋
成
片
旧
改
项
目
收
官

﹃再
见
了
住
了
那
么
多
年
的
老
房
子
﹄

昨天清晨，普陀路比过年
还热闹， 这是普陀区 24 街坊
东块旧改基地居民集体搬迁
的日子， 最后 12户人家搬离
这片老房子。

拆下旧门牌留纪念
“再见了，阿拉住了那么多

年的老房子。” 家住普陀路 62

号的陆阿姨拆下门牌， 准备带
到新居留个纪念。 当陆阿姨还
沉浸在“追忆过去”的情绪中，

锣鼓声已响起， 一辆辆披红挂
彩的搬场车准备出发。 陆阿姨
家选择货币安置。 陆阿姨丈夫
都学林说， 他从 5岁开始就住
在这里，已经 55年了。家里户
口多，兄弟姐妹虽搬走了，但动
迁款都有份， 直接拿现金不容
易有矛盾。他们没有别的房子，

如今在美兰湖附近租房子，拿
到征收款再考虑买房。

刘玉娟当天收到普陀区领
导送的一大束鲜花， 心情有点
激动：“老房子条件差， 住得不
舒服……” 她原先房子只有
15.6平方米，厨卫合用，房间阴
暗，设施老化，周边环境嘈杂。

她家这次选择了桃浦的房源，

一家人很看好桃浦的发展，预
计两年后就可以搬进新居。

24 街坊东块征收基地签
约搬迁完成， 意味着普陀区二
级旧里以下房屋成片旧改项目
圆满收官。据了解，这一地块涉
及居民 382证， 一号地块居民
77证， 二号地块居民 305证。

作为 2018年征收重点工作，普
陀区各责任单位通力合作，努
力实现群众利益最大化。

为解一家矛盾开17次协调会
普陀第二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经理

奚洁说，征收过程中，做通人的思想工作难度大。比
如，二号地块一户居民，权利人已过世，在册户口兄
弟姐妹 10人，由于各种原因，家庭矛盾突出，面对
征收补偿款分配，大家互不相让。为此，征收基地召
开了 17次协调会。区旧改办、街道、居委的工作人
员不断做工作，这户居民最终被工作人员的诚意和
辛劳打动，成员之间相互让步，顺利签约。

遇到家庭贫困、生活艰难的居民，基地工作人
员总希望他们能早日享受到征收政策利好。一号地
块有户居民，承租人离异，带着完全丧失行为能力
的女儿租住在外， 实际居住人为承租人的妹妹，独
自带着患有脑瘫的儿子住在征收房屋内。征收补偿
成了姐妹俩改善生活的希望，但她们对补偿款的分
配有分歧。一旦签约期内无法达成一致，就面临奖
励费的损失。工作人员比当事人还急，反复上门做
工作，分析利弊，还通过各方力量上门劝说，最终姐
妹俩达成一致，顺利签约。

着力打造邮轮经济产业集群、新材料产业集群、机器人及智能硬件产业集群

总投资760亿！宝山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宝山区重大产业项目昨天集中开工。今

年，宝山区共有重大产业项目 66个，总占地面
积约 6009亩，预计总投资 760亿元。其中重大
开工类产业项目 20个，总投资约 230亿元，包
括赛赫智能产业项目、发那科三期、科勒卫浴
电子产品智能化工厂项目、石墨烯产业功能性
平台用房等 7个先进制造业项目，南大智慧城
市首发地块、月浦万达广场、泰迪活力小镇、上
海钢联大宗商品电商平台项目等 7 个现代服
务业项目，中国宝武上海北部总部中心、中国
交通信息产业中心、中集美兰湖产城融合项目
等 6个二三产融合项目；重大启动类产业项目
26个，总投资 393亿元，包括集成电路产业园、

宝钢不锈钢 B5产业园等； 重大竣工类产业项
目 20个， 总投资 138亿元， 包括城工科技绿
洲、上海北郊未来产业园等。

当天， 长三角高端装备创新协同基地揭
牌。今后宝山将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构想，依托中集智城·上海美兰湖项目，打造长
三角高端装备创新协同基地，协调推动长三角
各区域高端装备产业在科技成果促进转化、科
技人才联合培养、 科技创新企业协同培育、创

新创业生态营造等领域全面合作，探索建设跨
地区、跨行业的创新资源共享平台。

集聚优势产业制定产业地图
近年来，宝山区坚持将招商引资上项目作

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

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一批科技含量高、带
动性强的高附加值项目纷纷落户宝山，区域经
济发展能级和水平不断提升。

目前，宝山持续集聚优势产业，已制定区
级产业地图，明确镇（园区）主导产业定位，形
成“1+2+3+5”产业空间布局体系，即将启动的
20个重大项目，分别布局在宝山的滨江邮轮产
业发展带、南大生态智慧城、吴淞创新城、3条
轨交产业带、上海机器人产业园、城市工业园
区和宝山工业园区板块中。宝山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今年正值上海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年，宝
山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紧锣密鼓铺排
项目，力争推进“重点启动项目早开工、重点在
建项目早竣工、已竣工项目早运营”。

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宝山一方面着力构建
邮轮经济全产业链，立足邮轮母港，围绕邮轮研
发设计、先进制造、旅游消费、服务管理，吸引更
多邮轮企业落户， 加快建设上海中船国际邮轮

产业园，积极打造邮轮经济产业集群。另一方面
着力打造机器人及智能硬件产业集群， 依托发
那科机器人、新松机器人等行业龙头企业，发挥
产业空间资源优势，融入“硬件+软件+内容+服
务”为构架的产业链生态，推动上海机器人产业
园提标，培育壮大机器人及智能硬件产业集群。

此外，着力打造新材料产业集群。依托金属新材
料和功能性材料产业基础， 围绕上海市高温超
导产业基地和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
台，充分发挥在超碳、超导、超硅等前沿新材料
领域的先发优势， 培育创新能力领先的新材料
产业集群。宝山区也将与市里联合推进南大、吴
淞等重点区域调整转型，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加
快新兴产业培育，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重大产业项目全程帮办
为加快推进项目启动、建设、竣工，今年宝

山区积极探索帮办服务新模式，为企业在产业
建设过程中提供全方位的帮助与支持。宝山区
通过多次召集审批部门、街镇（园区）和企业代
表，集纳各方意见、建议，形成《宝山区社会投
资项目行政审批帮办服务实施办法》。 记者注
意到， 帮办事项分简易事项和复杂事项两种，

提供“定制化”“菜单式”服务。按照“分级受理、

协同配合”原则，建立帮办服务“前台”“中台”

“后台”三级帮办架构。各镇（园区）及重点板块
作为“前台”，发挥属地管理优势，深度对接辖
区内企业；区行政服务中心作为“中台”，负责
协调推进、 监督管理全区帮办服务的开展；区
级审批部门作为“后台”，推动实现“不见面审
批”“最多跑一次”。

帮办形式分四类，分别是无偿提供咨询指
导、协助办理、快速办理、会商会审。为加速区
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宝山还梳理全区重大开
工类产业项目，为每个项目建立“帮办服务联
系手册”，明确前、中、后台的分管领导为帮办
员，直接对接企业开展帮办服务，形成合力，确
保重大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以“12345”

热线为总客服，构建全区统一对外的政务服务
全领域咨询平台，将全区所有审批部门纳入平
台，打通“12345”与在线实时咨询的联系，形成
热线咨询、在线实时咨询、留言咨询三位一体
的咨询体系。接下来，宝山还将应用现代信息
技术升级在线咨询帮办， 引入视频对话功能，

实现与办事对象面对面交流；开发在线智能机
器人客服，整合咨询、投诉、建议和评价功能，

构建全新的智能交互咨询平台， 实现 24小时
不间断在线咨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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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发布十大服务新举措

新能源车销售全程一站式
本报讯 （记者 李蕾）国网上海市电力公

司前天发布今年十大优质服务新举措，将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电力服务质量。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总经理阮前途说，上
海电力将进一步压缩低压微小企业办电环节
至两个，办电时长不超过 15 天，全面开展“一
网通办”平台对接工作。大力推广“网上国网”

服务，实现电力业务异地在线办理，推行电子
供用电合同， 完善普通电子发票智能推送，推
行电费增票“线上预约、线下取票”服务，实现
线上线下服务无缝链接。

在市民服务方面，上海电力表示将全面采
用“无感停电”作业模式，推广电网设备停电客
户不停电作业、居民电表不停电换表，提升供
电可靠性；进一步优化完善中心城区 2公里充
电服务圈，服务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去年底，上
海全市已有 518个充电站、7806根充电桩，今
年上海电力将定制化建设新能源公交、出租专
用充电站， 并在供电营业厅试点建设购车、提
车、充电桩安装等“全流程一站式”新能源汽车
销售服务新模式；还将根据客户需求推出菜单
式综合能源服务模式，优化新能源客户并网服
务，确保新能源消纳指标完成率达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