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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是法，

讲的是理，用的是情
“金牌老娘舅”顾仁良扎根小镇，

“越干越欢”， 三年成功调处 172件
矛盾纠纷 刊 2版荩

回收塑料
组“巨环”
昨天，观众在参观由回

收塑料制品组成的装置艺
术作品“巨环”。

近日，一个由近 2 万件
回收塑料制品组成的装置
艺术作品“巨环”在上海科
技馆展出。这个艺术作品长
17米，通过镜面反射形成圆
环造型，表现海洋中废弃塑
料形成的“垃圾带”正环绕
着我们的现实，提醒人们减
少产生和丢弃塑料垃圾。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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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7 月 13

日， 站在黄浦江上游的松浦大桥下，

江北岸一片 2 万平方米的空地杂草
丛生。两年前，这里曾是上海大江饲
料有限公司的厂区，在两台挖掘机的
“围剿”下，公司的标志性建筑———约
6层楼高的饲料车间被迅速拆除，象
征着这家“30多岁”饲料厂的谢幕。

2017年， 松江区内的另外 8家企
业也有相同命运， 在停业关闭后被清
拆，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靠近松浦
大桥取水口，位于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
区内。 水源保护区内相关企业排污的
问题，被 2016年底在上海开展督察的
中央环保督察组发现，列为整改对象。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明令禁止在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禁
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

改建、 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
拆除或者关闭。

法律写得明明白白，但实际情况
却不尽如人意。2016年年底， 中央第
二环保督察组对上海开展环保督察，

形成的督察意见指出，上海黄浦江上
游水源二级保护区仍有 293 家违法
违规项目和 176 个排污口未完成清
理整治，其中就包含松江区内的上海
船厂松江分公司等一批“围绕”松浦
大桥取水口的企业。

大江饲料公司是其中一例典型
“顽症”。2010年， 这家企业被划入饮
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由于落成较
早， 截污纳管设施不完善， 企业 100

多名职工每天产生的约 0.1吨生活污
水未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而是通过排
污口直排入黄浦江。

据介绍，在青草沙水源地建成通水
前，上海中心城区就是从松浦大桥取水
口取得原水的。2016年底，黄浦江上游
水源地工程建成后，集中将原有青浦、

金山、松江、闵行和奉贤等西南五区
取水口归并于金泽水库和松浦大桥
取水口。一旦金泽水库日常供水受到
影响而暂停，且出现备用库容都用完
的紧急情况，松浦大桥取水口将作为
应急取水口启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记者注意到，大江饲料公司距离
松浦大桥取水口只有 1公里左右，其
产生的污水影响周边环境，甚至会对
松浦大桥取水口构成威胁。这样的企
业，依法关停是必然。

“大江饲料厂曾经在区域经济、

解决周边居民就业等方面做出了很
大贡献，但只要触碰了生态环境的底线，就不能讲情面！”

松江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潘宏凯表示，松江区在接到中央
环保督察组的转办案件后，立即排摸出 9家松浦大桥取水
口附近的排污企业，2017年初向他们送达 “最后通牒”，当
年便全部清拆完毕。 下转荩7版

学习贯彻总书记机关党建重要讲话，中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对照检视剖析 抓好整改落实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4日电 近日，

中央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
建设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质，对
照做好检视剖析，针对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

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切实抓好整
改落实。

通知指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
党员干部学深悟透、笃信笃行，把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重要讲话与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
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在系统
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 下转荩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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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的改革发展，需
要持续不断开展试点、创造亮
点、产生兴奋点。同时，点上的
成果，更要带动面上乃至全局
的突破，才有更大的价值。

好的改革试点，就要充分
发挥这样的示范带动效应，由
点到面，“溢出”“辐射”。这就像
造园筑景， 我们需要一座又一
座精雕细琢的“盆景”，更需要
以此为范例，带出一片“风景”。

促改革如此， 谋发展亦
然。比如，一个好的龙头企业，

往往能集聚带出一片相关联
的企业集群， 进而延伸产业
链，形成产业集群。有了好的
集群，一个地方的产业就有特
色，发展就有动力，也就拥有
了“好风景”。也是因此，把握
特点、瞄准方向，努力吸引成
长性高、 带动力强的优质企
业，是当前上海落实发展这个
第一要务的重要路径， 也是
“招商引资”时需把握的重点。

当前的竞争态势下，“以
点带面”，“点”要选好找准，果
断突破。论改革，愈是到了深
水区， 愈是要抓住关键环节，

聚焦难点、 痛点和人民关切，

用重要节点上的突破来撬动
全局，力求“一着占先，全盘皆
活”。旧区改造、乡村振兴莫不
如此，都是要在试点突破的基
础上探索走出一条新路。论发
展，则要着眼长远、凸显质量，

在产业特色、前景和企业辐射
力上多做文章， 在具有爆发
性、带动性的新模式、新技术
方面加快布局。 类似 5G这样
深刻影响全局的新一代基础
设施建设，就要特别敏锐而积
极地在“点”上发力，加快试
验，力求占得先机；更要在此
基础上， 抓住机遇超前布局，

迅速扩大优势，以先手棋形成
全局性领先，避免“起个大早，

赶个晚集”。

“以点带面”，不是“以点
代面”，“带”字是个关键。仅有
“盆景”、没有“风景”的改革，

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有违初衷
的。同样，仅有局部试点的“风
生水起”，而缺乏整体性的企业集群和创新生态，发
展也难称高质量。“盆景”与“风景”的关系，应当是
“头部”和“底部”的关系，或者“先锋”与“主力”的关
系———拔尖的 “头部资源”， 终究要带动抬高整个
“底部”的水平；先锋开路，毕竟是为了主力部队全
面通过。只有这样，“盆景”的价值才能真正彰显，满
园的“风景”才会姹紫嫣红。

■要着力整治干事创业
精气神不够、患得患失、不担
当不作为的问题，把干净和担
当、 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激
励党员干部勇于挑重担子、啃
硬骨头、接烫手山芋，不做昏
官、懒官、庸官、贪官

今年百公里架空线9月底可入地
已开工 92.55公里，正研究推动修订相关管理办法强化执法监督

本报讯 （记者 戚颖璞）去年本市
启动新一轮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

100公里路段的架空线和废弃路杆被集
中清理；今年将再完成 100公里路段整
治，预计 9 月底前完工。和去年不同的
是，今年整治力度更大、范围更广。经核
查认定的“回潮”架空线———“飞线”将
被清理；人行道上的各类箱体也要减量
化、规范化、小型化、隐形化。

截至本月中旬，架空线整治已开工
92.55公里，并启动道路箱体整治。市住

建委设施管理处处长、市架空线入地和
合杆整治指挥部指挥长助理朱成宇表
示， 目前上海已出台箱体设置的规范、

标准、技术文件，编制了《关于开展本市
道路箱体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和《上海
市道路箱体设置要求》，对道路上的箱体
“能合则合”。比如箱体要尽量隐蔽，不占
用人行道空间； 箱体尺寸在满足功能的
前提下缩小；箱体尽量承载多个功能，减
少数量；重要区域人行道上的不带电箱
体，尽可能埋入地下。新设箱体拥有统

一规范标准，如颜色为黑色等。

昨天上午，长宁区长宁路水城路交
叉路口，数根横跨道路的无主通讯缆线
被施工人员整齐剪断。20分钟后， 交通
恢复正常。

被剪断的缆线正是违规架设的
“飞线”。经梳理，本市实施过架空线入
地的约 600 公里道路中， 近三分之一
存在“回潮”现象。截至本月中旬，本市
共拆除 “飞线”1400 余根， 涉及道路
97.9公里。 下转荩7版

多“晒”好处，善“夸”租户，想办法满足合理诉求，这些小区这样化解“老大难”———

推进垃圾分类，有力度也有温度
■本报记者 陈玺撼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已施行
两周， 许多居民区都在全力推进垃圾分
类，取得积极成效。但仍有小部分居民区
因为“基因”特殊，比如住户对高层设垃圾
桶有依赖、外来租户占比高、上夜班的居
民多等，在推进垃圾分类时遭遇到不小的
困难。

然而，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小区尽管
也存在上述困难，但垃圾分类仍能顺利开

展，且取得了良好的分类实效。

多把分类好处“晒一晒”

“定时定点”制度要落地，最难的一关恐
怕要属每层设有垃圾桶的高层住宅小区。

在长宁区的茅台路上，有一个堪称“极
致版” 的高层设桶小区———茅台花苑居民
区。这里的“垃圾桶”直接嵌在墙壁里，名叫
“管道井”，是建于上世纪 80至 90年代上海
高层居民楼中的一种常见结构。 居民出门，

打开管道井盖， 扔进去的垃圾就会 “坐滑
梯”，溜至底楼后部的垃圾箱房。

年初听闻小区 313 个垃圾管道口要全
部封闭，许多居民一开始难以接受。“几十年

的生活习惯难以改变，说白了就是觉得不方
便。”居民张有娣说。

“垃圾分类虽然不方便，但做了是有好
处的。”茅台花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唐秀珍
坦言，多把好处“晒一晒”，大家心里就踏
实了。

封闭管道井，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干净卫
生，居民不用再捏着鼻子开井盖，也不用担
心蟑螂老鼠顺着管道井大摇大摆地“入户”。

为让这种效果立竿见影，今年 5 月底，居委
会、业委会和物业立下“军令状”，只用一天
便将每幢大楼的管道清洗、消毒和封闭工作
完成；管道封闭施工期间，在楼外辟出专门
区域设置垃圾分类临时投放点。许多居民看

到了环境的显著改善，并且尝试了全新的扔
法后，都服气地竖起了大拇指。

“神奇”的是，以前屡治不绝的高空抛物
现象也随之改善。除了因为小区内加装了技
防监控设施，还因为许多居民的心理发生了
变化：过去小区环境糟糕，扔一袋垃圾也看
不出什么，现在变得如此干净整洁，岂能忍
心再去破坏？

三支队伍引导外来租户
如何引导外来租户参与垃圾分类，成为

不少居民区共同的难题。 由于流动性大，垃
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往往要从头来过，有抵触
情绪的，还要重新解释疏导。 下转荩7版

徐汇行政服务中心“五朵金花”挂职期间，助力首推“零差别”受理和“24小时”服务

面对新领域，“硬着头皮”也要试试
■本报记者 舒抒

数月前，阿迪达斯亚太区总部及大中华
区新总部正式落户徐家汇国贸中心二期，徐
汇区成为阿迪达斯全球唯一双总部所在地。

但年初在办理产证时，企业曾遇到注册地与
即将启用的实际办公地不一致的困扰。这一
问题随即被提交到正在徐汇行政服务中心
挂职的首席服务官周琦手中。在查阅相关案
例并请示市有关部门后，最终为企业办妥产
证，确保这一双总部顺利启用。

去年 8月，来自徐汇各条线部门的 5位
优秀骨干来到徐汇行政服务中心挂职，为当
年 11月全新亮相的行政服务中心 “2.0版”

提供专业指导。 恰好五位业务能手都是女
性，因此被大家称作“五朵金花”。在她们的
参与下，徐汇行政服务中心在上海设立了首
个法人事项“零差别”受理综合窗口，以及上
海首个 24小时的自助服务大厅， 实现了政
务服务“不打烊”的愿景。

跳出条线从专才变通才
2018年 11月 1日， 徐汇行政服务中心

“2.0版”亮相，中心大门左侧新设的“24小时
自助服务大厅” 最吸引人目光：24台自助办
理机，“半夜三更” 也能刷身份证交材料。24

小时大厅的首任“厅长”，正是当时挂职才 3

个月的李佳。

李佳来自徐汇区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

中心，没想到，来挂职的第二天她就接到一
个“前无古人”的任务：参与 24 小时大厅的
筹备。

“一开始觉得，24小时营业，人应该不是
主角， 机器才是， 但试运行后发觉并非如
此。”李佳挂职的前两个月，一直在熟悉自助
办理机，参与系统调试，牵头大厅办事流程
的设计。 但 10月 15日大厅开门试运营时，

她发现，承担咨询工作的“人”还是必不可
少。“很多市民对新机器很好奇， 都想来试
试，涌进来的不止是人流，还有各式各样的
问题。”跟认识转变一样快的，还有李佳和小
伙伴们的行动力。 如今，24小时大厅在工作
时间常备“5 名工作人员+5 名志愿者”的阵
容，划分区域定点为办事人提供指导。

李佳也把自己多年来做建设项目审批
的严谨、“顶真” 劲头引用到大厅管理中。每
天下班前，她都会嘱咐工作人员检查每一台
机器内纸张是否充足，系统是否顺畅。“我让
大家不要嫌我啰嗦，一定要确保晚上和休息
日来办事的人不会被一些‘低级故障’难倒，

把我们能做的都尽力做到最好。”

截至今年 6月 15日，徐汇行政服务中心
累计提供 24小时自助服务 97678人次，自助
服务办件量占总办件量比例达到 45%，非工
作日在自助大厅的办件量超过 1.4万件。

徐汇行政服务中心主任宋开成表示，中
心“2.0版”提供的不少政务服务都是前人没
干过的事、前人没走过的路，因此急需培养
一支适应改革、 有创新力的队伍。“五朵金
花”来挂职便是一次让专才变通才，跳出条
线，对区域发展拥有更高全局观的尝试。“挂
职后，干部们也觉得自己能发挥的力量要比
想象的更大。”

为制度赋予操作“灵性”

在对硬件设施进行提升的同时，徐汇行
政服务中心也着手对内部流程进行提质，设
计出台了两项区级标准， 制定了标准化规
章。为这些看似枯燥的规章制度赋予实际操
作时的“灵性”的，同样是当时刚挂职不久的
“五朵金花”。

如今，首席服务官张慧玲每天要站在业
务最繁忙的法人事项大厅，犹如“大堂经理”

一般随时准备为办事人员答疑解惑。 去年 8

月，还在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房保
障管理科任职的她接到挂职通知。8月 16日挂
职第一天，张慧玲抱起笔记本电脑到行政服务
中心的公共服务科和效能监管科的大办公室，

进入“零差别受理”综窗实施方案细则紧张的
编写工作中。

“没有太多时间慢慢适应，因为每个人面
对的都是全新的工作领域。”张慧玲说，与房管
局一个单位的业务相比，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
口需要整合的是全区 24个委办局 353个法人
事项包含的 1015 种受理情形。 张慧玲要做
的，就是将这千余项办事流程整理为易上手、

可操作、能追溯的操作细则，明确每一个环节
的经办人、办事流程、系统设置，甚至还要事
先设计好收件凭证、发件通知、签收回执，确
保市民收到的凭证上每一句话都要有法可
依、有据可查。

叶莎到新岗位后接到的第一项任务，便是
完成行政服务中心两项徐汇区级标准的制定。

虽然曾参与职业介绍国家标准的制定，但对摆
在自己面前的“零差别”受理和“24小时政务服
务”两个全新领域，叶莎心里有些忐忑，“但是
硬着头皮也要先试一试。”

参与制定标准的同时，叶莎还被分配到个
人事务受理中心担任 B厅的首席服务官。虽然
来自人社条线， 但 177项全市通办业务和 58

项区级个人事项，都需要叶莎在国庆后的试运
行之前掌握得滚瓜烂熟。 下转荩7版

垃圾分类新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