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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杨新村非成套改造将建独立厨卫，首批359户居民已签约356户

老工人新村居民新期待：住新房子 遇老邻居
■本报记者 杜晨薇

半个多月前，高林林和丈夫一起经历了几
十年来最大的一件事———搬家。家里的全部都
打包带走，剩下一个用了多年的痰盂，高林林
犹豫半天，还是带上了。

位于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核心区域的曹
杨一村，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高林林在
里面住了 68年。 别说是那些陪伴久了的老物
件，就连斑驳的墙面、吱吱呀呀的木楼梯，老高
也恨不得拆下来带在身边。

但感伤与不舍是暂时的，这里将迎来非成
套改造施工。改造完成后，原本居民合用的厨
房、卫生间，将变成各自独立的空间，包进每家
每户套内。目前，曹杨一村首批推进改造的 359

户居民已顺利签约 356户，绝大部分居民怀着
与高林林同样的心情，迫切期待着变化。

不过曹杨一村所在的源园居委会主任施云
霞仍悬着一颗心：过去半个月里，为了最后尚未
签约的十几户人家， 街道、 居委会几乎用尽全
力。“工作越深入， 越发现不愿改造的老百姓其
实各有难处。如果不处理好，怕伤了他们的心。”

接下来，能否做通最后 3户的签约工作，成了曹
杨一村非成套改造圆满顺利开工的关键。

曹杨一村改造的签约点设在居委会办公
室。办公室门口，高大的落地塑料展板上标着
每一栋、每一户的门牌号。完成签约的人家，

就在门牌号旁贴一面小红旗， 未签约的则是
空白。

去年 12月 4日，签约正式开始，首日签约
率就达 38%， 其中 140—141号楼仅用了 9天
就 100%完成签约。 即便时处疫情，12栋的楼
签约率也在持续增加。展板变得越来越“红”，

只是凑近仔细看，又觉得那几个缺失了小红旗
的留白处格外显眼。

今年 6月，一直向前推进的签约工作突然
卡壳。尚余的十来户未签约人家，分布在三个
门栋里， 书记主任和志愿者们一次次登门，不
是敲不开就是不欢而散，居委干部急，其他居
民更急。眼看着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同意，这三
栋楼的改造就要一直等下去。有居民偷偷来找
施云霞，要求无论如何再做做工作，不行把大
家聚到一起聊一聊，看看这十几户“究竟为啥
不想搬”。施云霞和居民区书记潘斯一商量，当
晚就把街道成套办工作人员、制订改造方案的
设计师， 还有十几户未签约家庭的居民代表，

一起约到了居委会。

来的人数比预计的多。起初，二层会议室
还挤得下，到后来，不得不转场到三层的活动
室。大家围坐成一圈，一问一答就开始了。一位
居民满脸疑惑：“我住了几十年了，房子现在的
情况我心里有数。你们改造可以，墙皮铲不铲，

铲到多深？地基动不动，房子沉降怎么办？”

其实，有这些担忧的不止一家。曹杨一村
是第四批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类别为四
类。建筑等级虽不算高，但人文底蕴深厚。大家
都知道，按照上海当前的条例规定，这样的建
筑“主要立面、有特色的内部装饰不得改变”，

但房屋长期开裂、渗水等损伤，也让住在里面
的人苦不堪言。“他们想要改造，可又怕改造只
是‘猫叫一声’，粉刷粉刷就完了。”潘斯一说。

设计师的一番解释，打消了部分在场居民
的顾虑。设计师说，“恢复建筑原貌”与“改善居
住质量”并不矛盾。比如标志性的红色屋顶，可

按照原来的材质、样式和颜色重建，内部增加
保温及防火措施，顶楼居民的居住舒适度反而
提高了；又如原建筑的木窗，改造后换成紫红
色的仿木纹中空玻璃铝合金窗，兼顾耐久性和
保温密封性。“至于沉降，几乎是不存在的。”设
计师说，就在去年，普陀区房管局的检测表明，

房屋结构总体安全。

还有一些 “不满” 则是冲着设计方案来
的。有人反映，改造后室内楼梯改道了，恰巧
要经过每家每户的门前。“原先一层上二层，

二层上三层都彼此不搭界。现在倒好，人家只
要上楼，都从我家门前过，有点吵。”诚然，改
造这样的老工人新村， 本身就是螺蛳壳里做
道场，为了让一层三户人家都能有独立厨卫，

新的楼梯间位置设计几经腾挪， 最终确定在
原公用厨房区域。居民嘴上说是担心“吵”，心
里更在意的是改造后的楼梯间不可以随意堆
物了， 无形中使用面积变少了。“我们必须让
居民知道， 他们想要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心情
完全可以理解， 而我们也在尽力为他们争取
空间。”潘斯一说。就在那天过后不久，又有两
户人家主动来签约了。

在迟迟未签的十几户里，不少集中在同一
栋楼。 楼里一共 9户人家， 一层 2户、 二层 3

户、三层 1户抱团咬定“不签不动”的说法。起
初施云霞也有些慌神，这栋房子就要“钉死”在
那儿了？

但当她又一次硬着头皮上门后，事情出现
了转机。家住二层的一对老夫妻，是中间这间
一室户小屋的第二代主人。就在两年前，老两
口把屋子重新装修了一番。施云霞敲开门再次
说明来意，女主人让她进门看：“真不是我们不
想改造，你看看这柜子，我们为了合理利用空
间，当时特意嵌在墙上，你再看看这瓷砖都是
新贴不久的。” 女主人拉着施云霞在屋里转了
一圈。施云霞说：“阿姨，你这房子保养得真好，

改造的话是挺可惜的。” 见居委干部不但没有

催促，反而同情自己，女主人的心也软了。

施云霞给她出主意，能不能问问当初的
施工队，那柜子、门框、门板，是否可以卸下来
重新再用。女主人回复：“我们早就在打听了，

人家说柜子不能用了，门还可以。改造后又是
一间毛坯房，到时又要重新装修。”施云霞万
万没想到，横亘在彼此面前的沟坎，其实远没
有想象的那么深。

在二层居民准备签约时，三层的问题正
陷入僵局。那一户住着一对年过九旬的老夫
妻。几次上门后，老人的儿子有些不悦：“我
爸妈都上岁数了，你们一次次来，老人压力
非常大，晚上也睡不着，都开始吃药了。”这
对老夫妻是房子的第一代原住民，几十年都
住过来了，年老了忽然要租房子生活，一百
个不愿意。 可老人内心对改造也是有期待
的，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曾经代表光辉荣耀的
工人新村迎来新面貌，也是一桩好事。最终，

施云霞找到老人的儿子：“咱们谈到这个地
步，双方都是想把问题处理好。你就说说，你
们最终诉求是什么，我这个主任，会尽自己
最大能力给你解决。”

老人的担忧很现实。一来，他们去打听了一下，

超过90岁的年纪很难租到房子；二来，家里有些老家
具，甚至比这对老夫妻的年纪都大，怕搬家时磕着碰
着；三来，老人这两年身体不好，搬一回家禁不住折
腾……听完这番话， 施云霞心里有数了：“你们看这
样行不行，家具我们帮忙找地方安置，肯定保护好；

房子我们出面来租， 一定给老人找到合适的住处。”

这次谈话后，老人的儿子同意回去再和父母商量。

没多久施云霞接到同事电话：“快来， 那个 90

多岁的老先生来签约了。手里拿着笔，非要等你来
了才落笔。”5分钟后，施云霞气喘吁吁奔进签约间。

老先生看到施云霞，签下名字前只说了一句：“我是
相信你的。”

如今，这栋楼里 6户人家全部改了主意。“原本
大家还在观望，现在连最不情愿搬的人都松口了，大
家也就不再坚持了。”短短两周里，施云霞把每家每
户的故事都听了好几遍，她发现，极少有居民是故意
刁难的，“只不过各家有各家的愁”。

如今整个地块还剩最后3户未签约，普遍存在家
里人口多、 利益难分配等问题。“想要解决他们的问
题，只能把自己当作那个家的一分子，设身处地为他
们想，看看在能力范围内还能帮他们做些什么。”

改变“挤”的烦恼
留住“挤”的感情

时间到了 7月，搬走的人越来越多。普陀区明
确，在曹杨一村居民搬走过渡期间，按面积给予每
户一定的租房补贴。拿着这笔钱，居民足够在周边
租套一室一厅的房子。

高林林是整栋楼里第一个搬走的，走时，楼上
楼下有不少邻居已在打包收拾东西。 临行那天，高
林林夫妻俩一家家敲开门：“我们先走，你们慢慢跟
上。”有几家赶忙放下手里的活，来帮忙搬东西。“我
们邻里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高林林说。

建于 1952年的曹杨一村，历经多次修缮。最近
一次是 2011年，小区进行了厨卫改造，卫生间虽分
割成独用，却仍在公共空间；厨房虽重新装修过，却
依然是合用。“三家人家不用多说， 彼此形成了默
契，你们两家在做饭，我就等等再来。”高林林说，数
十年了，哪家有点事，都互相帮着干，一家做了好吃
的，也会给别家送去。如今，许多 80岁、90岁的老人
虽签了改造协议，但内心还是有点担心：厨卫独用
好是好，可原来一起用时多热闹。“真怕以后房门关
上，大家的感情也关上了。”

历经数十年群居、共享生活的老一辈工人新村
居民，对“挤”在一起的感受是复杂的。多数时候，

挤，意味着更频繁的人际交往，代表着彼此的生活
多了分享者，快乐和幸福可以相互传递。当然，挤，

也总不免有尴尬之时———今天我在公共区域放个
鞋架，明天你也要放个冰箱，原本狭小的公用空间
在大家的暗暗较劲下，变得越来越局促。况且，邻里
再亲近，也总是你我有别。

居民们有各自的盘算，对于签约改造的态度也
各不相同。 高林林说：“我想改造的理由很简单，我
用搓衣板洗了一辈子衣服，洗不动了，现在就想有
一个放洗衣机的地方。” 毛耀昌曾是源园居民区的
老书记。今年春节前夕，他所在的门栋集体达成一
致意见：搬。原因很纯粹，改造好了，因为混用公共
空间带来的矛盾没有了，关系只会更和谐。

最近，不少搬走的居民又开始频繁往回跑。夏季
日头长， 天亮得早， 大家就从四面八方的出租屋赶
来，到曹杨一村旁的公园跳跳广场舞、拉拉家常。高
林林住得相对远，便骑自行车过来。“累点算啥，实在
是想我那群老姐妹了。” 毛耀昌的老伴逢人便说，住
在外面太闷了，每天盼着和老邻居一起说说笑笑。

住上新房子，遇见老相识———这是曹杨一村里
所有人的希望。

一场问答会

居民把难题摆上台面
设计师现场答疑解惑

曹杨一村俯瞰。 均 资料照片 签约居民陆续搬家。

贴在居委会门口的签约进度栏。

曹杨一村外立面老旧，周边架空线多。

最难一栋楼

六户抱团称不签不动
设身处地一一解难题

打造四个链接平台 发挥头雁效应
（上接第 1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在交通出行、住
房家居、教育医疗、养老助残、文化体育等领域的
广泛应用。同时，更加重视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
来的道德伦理、隐私保护、安全风险等问题，加快
研究制定相关法规制度，让人工智能更好为人所
用、为人服务。

李强指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成为联结
学界业界的专业化、国际化高端平台。希望大家
通过这个平台深入探究智能革命的演进大势、人
工智能的治理课题。上海将为大家共商人工智能
发展大计、治理之道创造更好条件，为大家在上
海发展提供更大舞台。

苗圩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实现良
性发展，技术创新日益活跃，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与行业融合应用不断深入。 工业和信息化部大力
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组织一批智
能产品在防疫抗疫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要
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坚持更
深更广的开放合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继续支持
上海人工智能改革创新，建设人工智能高地。

李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包括人工
智能、大数据在内的新技术被广泛使用，为有效防
控疫情作出了积极贡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致
力于促进全球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工业发展，成
立数字技术创新部门， 帮助各国消除日益扩大的
科技鸿沟， 帮助中小企业运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增强竞争力，共同分享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赵厚麟指出，随着人工智能与 5G、物联网、

云计算等新技术的不断融合，未来将迎来更多种
技术的结合应用。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开发和应
用方面处于第一梯队。国际电信联盟重视 5G、物
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发
展，欢迎来自中国的企业和专家积极参与，分享
前沿观点，共同促进各国同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
交流合作。

瑞士、韩国、芬兰、德国、新加坡、阿联酋等国
相关城市和机构代表通过视频发表了致辞。

开幕式上发布了 2020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

奖评选结果以及上海市新一批人
工智能重大应用场景。

主题演讲环节，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李彦宏，图灵奖获得者、清华大学交叉
信息研究院院长姚期智院士， 德国思爱普公司
全球首席执行官柯睿安，图灵奖获得者、加拿大
蒙特利尔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约书亚·本吉奥，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等，

分别就智能新经济、人工智能理论新方向、工业
与智能融合、人工智能在抗击疫情中的应用、人
工智能的新机与新局等议题作了演讲。

圆桌对话环节，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
院长朱民、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苏世民、同济大学校长陈杰院士、清华大学教
授沈向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共同探讨了新形势下人工智能蕴含的
无限可能和所要承担的责任。

特别演讲环节，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
官埃隆·马斯克、 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
联合主席马云以“云演讲”方式，畅想人工智能
发展前景以及对人类未来生活影响。

国家有关部委和上海市相关部门、区负责
同志，海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企
业家、 投资家等 2000余人现场参会或通过 3D

虚拟现实在线会议———云嘉宾系统参会。 参加
本次大会各项论坛和活动的嘉宾包括 7位图灵
奖得主、1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外院士 39位。

开幕式前， 市领导参观了人工智能上海
“产业先锋”“应用场景”等展区，详细了解智能
芯片、智能制造、无人驾驶等方面的研发进展
和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健康教育等场景的最
新应用。

以 “智联世界 共同家园” 为主题的 202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于 7月 9日至 11

日在上海举办，将围绕“AI技术趋势”“AI赋能
经济”“AI温暖家园”等议题，举行近百场各类
论坛和特色活动， 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前
沿、产业化发展和服务化应用。本次大会落实
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打造沉浸式参会观展的
云端平台，设置了 AI家园云展览。30余家网络
平台向公众进行直播。

人工智能“赋能百业”效应日益显现
（上接第 1版） 欢迎百度聚焦基础技术创新
突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进一步深化合作，

共同打造良好产业生态，更好助力上海提升
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上海
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持中外企业在
沪实现更大发展。

柯睿安、 李彦宏祝贺 2020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云端峰会成功举办。 柯睿安表示，中

国市场对思爱普意义重大，将
进一步深耕中国、 深耕上海，

加大在沪投资，优化业务布局，与合作伙伴
携手助力数字化转型，在云计算服务等领域
发挥更大作用。李彦宏表示，上海人工智能
发展基础扎实、资源要素集中、应用场景丰
富， 将加快在沪布局研发业务和应用推广，

为上海打造人工智能发展高地、提升超大城
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贡献力量。

市领导诸葛宇杰参加。

欢迎将更多创新项目和应用放在上海
（上接第 1版） 上海拥有丰富的人工智能应
用场景和人才资源，欢迎国内外人工智能企
业将更多创新项目和应用放在上海，共同打
造人工智能发展高地，做好高质量发展这篇
大文章。上海将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为各

类企业在沪发展提供更多“阳
光雨露”，促进企业茁壮成长。

企业家们表示，上海拥有良好的人工智
能产业基础和营商环境。我们将发挥自身所
长， 将创新项目与上海的应用场景结合，抢
抓市场机遇，满足百姓需求，打造智慧城市，

更好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

技术为先 赋能为王 场景为要
（上接第 1版）

2018年底， 上海率先在全国启动 AI应
用场景建设计划，迄今已经进行两批场景开
放，累计开放场景 30个，涉及医疗、教育、文
旅、城市管理、司法、金融等累计十大领域，

吸引海外 150多家企业、240 个解决方案参
与。今年以来的疫情防控工作实践，和这些
年着力打造城市治理“两张网”的工作进程，

也一再提示我们开发场景、运用技术的重要

性。只要场景充分开发、充分
开放，我们自会发现人工智能

对城市方方面面的赋能潜力。

技术愈是更新、工作愈是推进，创造场
景的进程就愈是紧迫、愈是需要各方合力开
拓创新。在打造“人工智能上海高地”的第三
年，在“人民城市”建设新征程的开启之年，

我们当对“场景”有更深的体认，对创造新场
景有更主动的自觉———这本身就是一座城
市核心功能不断增强的过程，当然，也是治
理者不断自我革新、自我提升的过程。

金山招商引资签约额已超去年全年
（上接第 1版）

各级“店小二”的服务也不断优化升级。

5 月底，在金山区亭林镇东部工业区，金地
威新金山智造园项目正式开工， 项目占地
逾 5 万平方米。 项目从完成土地摘牌到获
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只用了 5 个工作
日， 刷新了金山区产业项目从拿地到开工
的最快纪录。

生态不断优化，产业承载
空间广阔，也是金山吸引越来

越多投资者的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金山
全区仍有 10 多个平方公里的可用产业用
地，与此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存量空间正
在转型升级。”金山区领导告诉记者，今年以
来，金山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世界 500强企业
前来考察投资；近期，一家新基建巨头也已
与金山达成初步投资意向，很快将有百亿级
项目落子金山。

上半年取缔1.2万非法不良网站

严打引流传“黄”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9日电 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 9日公布，“净网 2020”专项行动已取得阶段性
明显成效：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网络“扫黄打
非”案件 1800余起，取缔非法不良网站 1.2万余个，

处置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 840余万条。

全国“扫黄打非”办负责人介绍，目前，行动在
整治“软色情”问题、查办典型案件、处置突发传播
案事件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果。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上“软色情”现象，全国
“扫黄打非”办协调公安、网信、工信、文旅、市场监
管、广电、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形
成监管合力，部署开展专项清理整治工作。

一是依法处罚了一批网络平台。对优酷、爱奇
艺、大学生联盟网、“喵播”等网站传播低俗信息行
为予以行政处罚。对传播 PUA（对异性进行诱导控
制）等不良信息的“恋爱学院”网站予以注销。

二是严打利用微博引流传“黄”现象。对网民反
映新浪微博出现大量诱导性文字、图片内容且投诉
处理不及时等问题，“扫黄打非”部门及时约谈企业
负责人并给予行政处罚。同时，严厉打击利用微博
引流色情网站、 散布不良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查
办多起刑事案件。

对网传所谓“国内版 N号房网站”相关线索情
况，全国“扫黄打非”办联合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开展
核查。经研判，涉案网站传播方式、组织架构与韩国
“N号房”存在明显差异，属于日常打击的一般性境
外淫秽色情网站。根据两部门交办线索，重庆市沙
坪坝公安机关成功侦破网站“爱萝莉吧”传播淫秽
物品牟利案。经查，今年 1月，重庆某大学一年级学
生陈某，通过境外服务器架设网站，以充值会员方
式传播涉未成年人淫秽视频， 点击量 200余万次，

充值会员近万人。目前，已逮捕 2人，查获涉未成年
人淫秽视频 160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