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细保洁 让申城更干净
全市各级绿化市容管理部门

认真组织开展城市市容环境清洁
活动，截至 9月 25日，累计动员全
市门责单位开展“洁净上海”清洁行
动 600余场，全市环卫保洁企业开

展“大冲洗”城市清洁行动 9次，累
计出动人员 213750人次， 小型保
洁设备 24003辆， 大型保洁设备
12051辆，累计清理死角盲区数量
8千余个， 清除垃圾 6千余吨，确
保了全市面上市容环境的整洁、干
净、有序。

去年首届进博会，

本市大力落实道路保
洁精细化作业 ，特
别 是 针 对 重 要 景
区、 商圈等开展重
点保障 ，黄浦江滨
江岸线（黄浦段）、

浦 西 世 博 会 园
区 、 陆家嘴金融
贸易中心区 、外
滩风景区 、豫园
地区、人民广场

地区 、南京路步行街地区、新天
地地区、 静安寺地区、 日月光地
区、五角场环岛地区、宝杨国际邮
轮码头地区、迪士尼度假区、大宁
商业中心区域、南京西路、上海站

广场、国家会展中
心周边等 17 个重
点区域实现“席地
而坐”保洁标准。

今年，在巩固
第一届进博会保
洁成效的基础上，

新增延中绿地地
区 、 徐家汇商业
区、 枫泾古镇、朱
家角地区、长风生
态商务区（中江路
（光复西路———云
岭东路）、 丹巴路
（光复西路———云

岭东路））、北外滩区域、吴淞码
头地区等 7个重点区域达到 “席
地而坐”的保洁标准。此外，黄浦
江滨江 45 公里岸线精细化保洁
区域也由原来的黄浦区段拓展到
包含黄浦、徐汇、虹口、浦东四区
的大部分岸线。

美丽街区 让申城更宜居
“美丽街区”建设作为城市管理精细化

工作的重要抓手之一，与时代发展相契合，

与民生服务相统一。2018年， 本市推进了
115 个街区建设， 完成了 50 个示范性的
“美丽街区”。今年，正在推进 100个“美丽街区”建设。

自启动建设以来，全市按照“做减法、全要素、一体
化”理念，在道路设施和空间布局上注重精简，在城
市容貌和环境品质上提质增效， 在功能完备与生活
宜居上对照诉求，通过结合“一江一河”、架空线入地
和合杆整治等专项工作、“双迎”等重
大活动保障工作、市容环境卫生责任
区制度等特色工作，统筹资源，高效
推进。

一是多“维”。注重以多元融合
带动环境亮点营造。比如，位于南京
西路、石门一路、吴江路商业街五岔
口西南角的静安区石南街心花园，原
状为地下变电站出入口建筑和空地，
建筑高度约 3.5 米，影响街道风貌。区
通过绿化景观设计，建设高达 5.5 米
的连续垂直绿墙，将地块内的地下变
电站出入口进行隔离美化，与周边的
道路、历史文化建筑和商业休闲街相

结合。 垂直绿墙的组合设计营造丰富的空间转换，形
成内外双重空间，外部是以艺术化绿墙为背景的街角
空间，内部则是淡雅精致的城市庭院，巧妙地提供了
一处通行、休憩与休闲的公共场所。

二是求“实”。注重以素质提升带动管理实效提

高。比如，位于“进博会”保障重要区域的闵
行区新虹街道，探索在软实力上下功夫，建
成了城市精细化管理实训基地， 配备了户
外实操场地、多功能教室和会议室，设置市

政交通、市容、绿化、环保、安全、城管执法等 8 个领域
150多项的教学展示场景和实操演练， 等比例设计制作
街区仿真模型，并配合视频动画讲解，做细基础网格单
元的精细化综合管养培训工作，确保基层养护管理人员
得到专业化、标准化、场景化的培训，为“美丽街区”的管

理、服务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是激“活”。注重以社会参与
带动街区建设发展的活力。 比如，静
安区在推进“美丽街区”建设过程中，

有效结合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

调动社会参与、维护城市环境的积极
性，以愚园路商家联盟为例，其共有
成员 91家，基本实现全覆盖，选举产
生的联盟理事会按照“自主提事、民主
议事、约请参事、项目定事、专业促事、

按需推事”的“六步议事规则”，实行资
金众筹、问题众治、环境众创、成果众
享的运作方式， 切实推动源头治理、

综合治理，为环境常态长效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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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团锦簇迎国庆，全市将布置
花卉 1200 万盆，70 周年主题立体
花坛景点营造喜庆氛围。

人民广场喷水池“情怀”，以三
个不同形态的花瓶组合进行演绎，瓶
身勾勒“绿水青山”，瓶内布置牡丹、

百合、月季以及桃子、石榴等花卉果
实，展现绿色发展与繁荣，歌唱热爱
祖国的情怀以及追求自然的和谐。

陆家嘴环岛“同心共荣”，景点
以庆祝国庆 70周年为主题， 紧跟
新时代步伐，通过花卉“丝带结”寓
意全国人民上下一心， 团结奋进，

建设“一带一路”，共享共荣，实现美丽中国梦。

外滩花墙，以宋朝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为设计灵感及精神骨架， 通过金属材料表现远
近不同的山脉轮廓， 再将上海市的市花———白
玉兰，以小品的形式融入；以及蝴蝶全息投影技
术的穿插，增加了花墙时尚、现代的艺术感。花
墙的山峦起伏、四季变化均通过植物变化达到
季相的不同， 翩翩起舞的蝴蝶不仅仅是装饰，

也增添了与来自四面八方游客互动的趣味性。

整个花墙通过“千里江山图”画面寓意祖国美
好的万里江山，巧妙的构思设计也更加体现了
上海与时俱进的万般风情。

此外，“申字型”高架摆花陆续落实。国展
中心周边重点区域营建多块自然花海。申城街
头色彩绚丽引路人驻足观看。

景观灯光
让申城更璀璨
今年是黄浦江景观照明提升

建设的第二年， 也是重要的一年。

在去年的建设基础上，范围有了延
伸、品质有了提升。吴淞口至徐浦
大桥之间基本形成了浦江景观照
明的连续界面，整体性有了显著提
升。品质方面，展现了经典外滩的
纵深感， 时尚陆家嘴的律动感，魅
力虹口的人文感，工业杨浦的厚重
感，艺术徐汇的灵动感，活力宝山
的现代感。灯光契合环境，通过光
色变化的编排，述说城市的故事。

共建共治 让申城更和谐
曹杨花苑居民区通过党建引领，以“党

建+街区路长负责制”为平台，制定了《芝川
路自治共治导则》， 于 2019年 4月 28日正
式成立了真如镇街道芝川路自治共治管理
协会。在芝管会的运作中，经营者主动参与
责任区自律管理，配合芝管会组建卫生责任
区自律小组，每日自行开展“门前垃圾扫一
扫、门前堆物清一清、门前招贴除一除、门前
晾晒收一收、门前停车管一管”的责任区“五
个一”管理工作。同时，芝管会建立“汇如意”

商户微信群，极大方便了芝管会商户间的沟
通联系，引导商铺经营者主动参与责任区自
律管理；配合党总支，共同开展芝川路街区
商铺的“评选诚信商铺”活动，实施星承诺、

心服务、便民服务等措施，让消费者感受到
放心、贴心的商业服务；组建了一支由党员
为骨干的文明劝导志愿者队 “爱家护街”小
组，参与管理。在芝管会的带动作用下，芝川

路将街区服务提升行动与党建公益服务联
动，培育和发展芝川路街区“生活健康公益
集市”等一批党员参与和发挥作用的公益品
牌项目，深化芝川路街区服务内涵。

上海地铁全面开展环境治理工作，推进
“厕所革命”，完成厕所改造 31座。为了打造
有温度、有突破的卫生间环境，上海地铁对
车站厕所硬件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整修，采
取形式多样的措施提升使用体验， 如增设
“第三卫生间”，设置育婴台、亲子马桶等无
障碍设施。 在 2号线徐泾东站荣获 2018年
度上海“最美厕所”之一称号的基础上，继续
积极参与 2019年度上海“最美厕所”评选工
作，以点带面推进工作。同时，积极主动推进
垃圾分类，对车站公共区域垃圾桶设置及垃
圾分类回收、存放给予明确指示，确保有效
分类覆盖率达到 100%。并多渠道、多媒介、

多思路加大宣传力度。

一尘不染 可席地而坐

荨沿街责任区单位开展清洁
行动

▲地铁公厕改造

荩道路清洗保洁

石南街心花园 闵行新虹街道实训基地

杨浦大桥

陆家嘴“同心共荣” 人民广场“情怀” 外滩花墙

今年， 上海围绕迎国庆、 迎进博， 坚持把重点任务和常态
管理相结合， 把专项治理和机制建设相结合， 把市容改善和民
生改善相结合， 实施 473 大项 2306 小项整治任务， 围绕

“19+15” 重要通道提升 238处周边环境， 以 “美丽街区” 建
设带动面上市容改善， 美好的城市形象正描绘着上海更美好的

未来。

街
头
绿
化
景
点

高架摆花

15专版
2019年 9月 27日 星期五
www.jf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