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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缺养老场地怎么办？浦东新区政府决定动自己的“奶酪”

盘活政府存量房建嵌入式养老设施
■本报记者 王志彦
昨天下午，在浦东新区花木街道芳芯路为
老服务中心， 一场特殊的养老设施签约仪式如
期举行。说其特殊，是因为签约后，浦东各相关
委办局将正式把 30 处政府存量房无偿转交给
街镇，用于养老设施建设，总面积达 5600 平方
米，如此大规模动用政府房屋资源，为老百姓建
“家门口”的养老设施，在浦东乃至全市都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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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是上海老年人口总量最大的区，人口
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日益加快，已进入深度
老龄化社会。截至去年底，全区户籍老年人口
95.38 万人，占总人口的 31.5%。
近年来，浦东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基本
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
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目前，全
区共有各类养老机构 148 家， 养老床位 2.5 万

余张，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84 家，老年人助餐
点 146 家，享受居家养老服务老人数量约占户
籍老年人口总数的 7%。
面对不断增长的老年人群体，“家门口”养
老的缺口依旧很大。浦东新区民政局副局长庄
大军说：“在走访调研中，我们发现老百姓最青
睐的养老方式， 还是家庭养老结合社区服务，
也就是嵌入式养老模式。” 而嵌入式养老遇到
的一大瓶颈就是场地问题。许多小区沿街商铺
一家挨着一家，要找一个适合做养老设施的场
地，一房难求。
如何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浦东新区政府决
定动自己的“奶酪”。调研发现，由于历史原因，
浦东很多委办局在基层拥有不少闲置存量房，
这些房屋或因为办公地点变化而空置不用，或
因为出租到期而面临用途的调整。这些存量房
大多位于居民区附近，与老百姓“家门口”养老
的契合度高。如果能将这些政府资源拿出来建
养老设施， 将是对社区居家养老的有力补充，

政府带头，还能起到示范作用。
通过一段时间的排摸后，浦东确定了30处
需求较为迫切、条件较为成熟的场地，作为首批
资源移交给街镇使用。这些场地分布在陆家嘴、
潍坊、洋泾、南码头、惠南、泥城等浦东各个街
镇，未来还会有更多政府存量房相继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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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养老，讲究因地制宜，为老人量身
定制各类服务。此次浦东集中进入养老市场的
政府存量用房，不会采用一刀切方式，会根据
场地大小、居民需求，选择最合适的养老服务
类型进行建设。
“这次30个项目总面积达5600平方米，其中
最大的场地面积达1700多平方米， 最小的只有
200多平方米。”庄大军说，每个场地都会有专业
人士上门勘探和评估，给出最好的设计方案。
比如，位于浦东南路 1658 号一处场地，建
筑面积为 1791.81 平方米，与潍坊二村、百富达

公寓等居民区相邻。 该楼是一幢三层门面房，
有独立的小院，可用作停车场，内含泵房、消防
通道等设施，有较好的消防基础。该楼可以打
造成一个含约 70 张床位的养老机构， 或打造
一个包含长者照护之家、日托、社区食堂在内
的养老综合体。 对那些建筑面积较小的场地，
浦东则计划建设成社区助餐点、老年人活动室
或健康咨询点。
各类社会闲置资源加入养老服务建设，将
加密社区养老设施，提升服务能级。浦东长远目
标是结合“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打造“15 分
钟养老服务圈”，让社区老年人对身边的服务项
目设施可知、可选、可及、可达。据悉，今年浦东
要实现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所有街镇全覆盖，新
增长者照护之家 5 家、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5
家以上、老年人助餐点 9 个，增加农村养老睦邻
互助点 100 家。今年浦东还将完善“科技助老信
息平台”，通过“线上需求+线下服务”方式，更
好地满足社区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

执法人员夜间突击检查，小型餐饮店打擦边球经营热炒情况不少

今日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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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彭德倩）复旦
复
大学昨天传出消息， 教育部正式
旦
批复同意该校承担的 “国家集成
将
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项目可
建
研报告， 项目建设总经费4.7亿
国
元，实施期从2019年起至2021年。
家
为加快集成电路领域关键核
集
心技术攻关，加强集成电路“卡脖
成
子”技术领域人才培养，国家发改
委、工信部、教育部根据《国家集
电
成电路发展推进纲要》和《教育部
路
等七部门关于加强集成电路人才
产
培养的意见》，积极推进在中央高
教
校建设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
融
新平台。日前，国家发改委、教育
合
部对部分中央高校申报的国家集
创
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进行项
新
目评审和遴选， 复旦大学成为首
平
批入选的 4 所高校之一， 其他入
选高校还有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台
和厦门大学。
据悉，复旦大学国家集成电
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以复旦大
学微电子学院为建设主体， 联合国内龙头企业，打
造长三角地区新型产教融合创新平台。针对我国集
成电路发展中的“卡脖子”难题，深入研发新一代节
点集成电路共性技术，涵盖芯片设计、EDA 工具、器
件工艺与芯片封装等方向，推进长三角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在产教融合攻克关键技术的过程中培养我
国集成电路领军人才和产业急需、创新能力强的工
程型、技能型人才，获得可进行产业转移、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重要突破。

7
﹃
﹄

徐汇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钮因红接听热线，居民投诉黄石路一带夜宵烧烤扰民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营业的情况。整改期间若继续营业，将依法依规
处置，取消其续办备案、正规经营的资格。

■本报记者 车佳楠
炭火上茄子正慢慢烤软，一筐筐小龙虾
占道堆放，烤肉架上烟火缭绕……随着气温
攀升，申城道路两边的餐饮店都做起夜宵生
意。周边居民苦不堪言：夜夜与油烟相伴，半
夜常被喧哗声惊醒。
前天，“生态环境局长接热线”进入第四
天， 徐汇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钮因红接到龙
华街道居民来电投诉， 黄石路一带有不少夜
宵烧烤门店，每天营业至凌晨，烧烤摊油烟直
排，附近居民深受困扰。钮因红当即要求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并处置违规排放行为。 为掌握
实际经营情况，执法人员决定夜间突击检查。

伴随着呛人的油烟味和震耳欲聋的音
浪，龙水南路 366 号一家“笔墨纸虾”烧烤店
内人气火爆。6 月 11 日 20 时，执法人员抵达
门店附近时，大门一侧烧烤摊上，一名员工
正往肉串上撒调味料，不时还用勺子挑出油
渣，甩到人行道上。数筐小龙虾堆叠，食材摆
在人行道地面上。人行道早已覆盖了一层黑
色油脂，走路还会打滑。烧烤店楼上是宾馆，
周边有居民楼，抬头望去，直排的油烟已将
半空笼罩得雾蒙蒙。
记者发现，门店对烧烤车的摆放费了一
番心思：烧烤车背后一堵墙稍稍向内凹，留出
烧烤车的摆放空间， 还配有卷帘门和可移动
式排烟管道。营业时，只要将卷帘门拉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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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烤店门口有露天烧烤设备。均 车佳楠 摄
出烧烤车，转动烟道，就能开工。白天所有设
备收拢藏在卷帘门内。 店家在排烟管道的设
计上更藏心机。执法人员进入后厨发现，这里
虽有抽取油烟的设备，却没有任何净化措施。
油烟管道直接导入厨房内的隔油池。 在管道
转弯处还有一扇小窗可随意打开， 小窗旁有
两个排风扇，将未经处理的油烟送到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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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现场对“笔墨纸虾”烧烤店经
营者进行调查笔录，对方拿出的不是营业执
照，而是一张《便民饮食临时备案公示卡》。
龙华街道相关人员解释，此处门面房因
性质等原因，不具备经营餐饮条件，早年是
无证无照经营的“黑户”。为了照顾到周边居

油烟管道拐弯处设置了一扇小窗可打开。
民的需求，结束无人管理的局面，街道给符合
一定管理要求的门店颁发《便民饮食临时备案
公示卡》，允许其经营蒸煮类食品。
记者看到，“笔墨纸虾”烧烤店的《便民饮
食临时备案公示卡》备案日期为 8 月 21 日，有
效期至 2019 年 6 月 20 日，即将到期。而《便民
饮食临时备案公示卡》适用的是蒸、煮、微波形
式的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
烧烤店老板辩称，今年 3 月刚开业，“我以
为做点烧烤没问题”。小型餐饮店打擦边球经营
热炒的情况不少。当天在黄石路 22 号，一家“悦
勤点心店”在卖蒸煮类食品时，也被发现在后方
搭起简易炉灶做起炒龙虾、炒螺蛳等夜宵。执法
人员当即要求“笔墨纸虾”烧烤店老板停业，完
成整改后才能营业， 并会定期巡查是否有违规

如今，做烧烤和小龙虾生意的门槛越来越
低，餐饮店只要购买一辆售价 1 万多元的“环
保油烟净化”烧烤车，就能灵活收放做生意。烧
烤车真的环保吗？
黄石路 27 号的“黄石大排档”近 3 个月反
复被周边居民投诉油烟扰民。 居民提供的视频
显示，原来在门店进口处，店家新购买的一台烧
烤车与收银台相对，一根直径 20 多厘米、可伸
缩的塑料管道对外排烟， 排烟口距对面的龙南
六村小区不过 20 米。不过，6 月 11 日晚执法人
员在现场没有看到烧烤车。经询问得知，店家将
烧烤车暂时放在隔壁一块空地上。“烧烤车上面
标着‘油烟净化’‘环境保护认证’，我们就以为
可以用。”店家如此解释。执法人员指出，仅设备
上的风机、净化分开设置就不符合规定，其净化
效率无法保证。店家若要经营烧烤等生意，必须
接入油烟总管统一处理。得知这一情况后，店家
说：“我打算卖掉烧烤车，不做烧烤生意了。”
在“黄石大排档”后厨，执法人员在临时搭
建的隔间发现一台炭火烤炉设备，未配套油烟
净化措施。后厨外侧油渍遍地，餐饮油脂及污
水形成一大片橘黄色积水。与“黄石大排档”并
排的4家餐饮店后厨， 还有疑似违法搭建的二
层用餐区域、顶棚及院落。
对突击检查发现的其他综合性环境问题，
徐汇生态环境部门表示，将进一步调查取证。

■本报记者 王闲乐 通讯员 王治国
去年 12 月 4 日， 外省市女子梁某某在上海浦
东乘坐公交车时， 因错过下车时机与司机发生争
吵，后强行拉拽方向盘，造成公交车失控与路边车
辆相撞。昨天上午，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
案，当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梁某某因犯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去年 12 月 4 日 9 时
许， 被告人梁某某乘坐的 783 路公交车行驶至张杨
路居家桥路站点时，因错过下车时机，要求驾驶员王
师傅停车开门，双方发生争吵。后王师傅两次打开车
门，被告人梁某某均未下车。当公交车再次启动时，
梁某某强行拉拽方向盘，致行驶中的公交车失控，撞
击同向车道上等候信号灯的电力工程车， 两车不同
程度受损。经鉴定，两车物损合计 3800 余元。案发时
公交车上实际载客 12 人，事故中无人受伤。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梁某某的行为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应当以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梁
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梁某某强行拉拽正在
行驶中的公交车的方向盘，严重干扰驾驶员正常驾
驶行为，致使公交车失控并发生交通事故，其行为
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关于辩护人建
议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被告人
在实际载客 12 人的公共交通工具行驶过程中抢夺
方向盘，妨害安全驾驶，其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今年 1 月联合
印发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
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要求对此类危害安全驾驶
的行为从严依法惩处，故不宜对被告人适用缓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