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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者李宝花）

上海旅游节期
间，“长三角旅
游推广联盟 ”

成立。 本次旅游节首次尝试
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举办，

分别在南通、温州、黄山设立
分会场， 并推出 11条长三角
一体化的精品线路和一系列
主题活动，如“江南吃货节”、

“魔都模 Young”2020 青春旅
游体验大赏、2020 大世界“闹
传统”等。

与上海旅游节呼应，2020

中国南通江海国际文化旅游
节同步启动。南通分会场设在
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大门外
广场， 由主舞台文艺表演、无
人机和焰火表演、南通非遗文
创市集、江海美食市集、崇川
夜经济市集、野生动物园花车
巡演等组成。南通江海国际旅
游节将持续至 10 月 7 日，其
间将举办南通市第四届江海
之声合唱艺术节、南通市全民
文化节、江海美食节、“濠博有
约·欢乐夜游” 南通环濠河博
物馆群夜场活动、“风从海上
来”上海优质文化资源进南通
暨长三角万名游客畅游南通
系列活动。

在温州分会场，开场活动
暨温州自驾旅游文化节与上
海旅游节同步启动。9月 21日
至 10月 6日期间， 长三角餐
桌计划温州专场活动将在沪
举行，并推出“温州美食月”活
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展
示温州名小吃、 温州特色菜，

讲述温州名菜故事，传播温州
美食文化，打响“瓯味百碗”美
食品牌。温州还将举办长三角
艺术名家走进温州暨“中国山水诗发祥地”诗词
分享会、2020首届长三角美食文化周、 长三角千
人团自驾游温州、苍南自驾黄金海岸线沙滩狂欢
之旅、楠溪江房车露营电竞之夜、楠溪江星巢音
乐嘉年华、 雁荡山布谷市集、“温润之州·青灯市
集”等近 30场次活动。

作为上海旅游节三大分会场之一的黄山市，

将在“中国四大古城”之一的徽州古城举办非遗
夜市活动，以徽工之巧、徽玩之雅、徽茶之香、徽
味之美和徽艺之韵“五徽”，集中展示黄山市旅游
形象、非遗项目和文创产品。徽州非遗购物节、国
乐进唐模、徽州晒秋等独具地域特色的文旅活动
也常态化开展。即日起至 9月 20日，黄山市文化
和旅游局将在锦江乐园举办三场主题活动，包括
黄山市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321” 徽味美食推
介、“徽州非遗购物节”巡回展示，还有独具特色
的徽州民俗表演。其中，“321”徽味美食推介活动
包含了 30道特色徽菜、20道徽州小吃和 10道徽
州糕点等。

2020年上海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线路公布

18?特色线路畅游美丽乡村
本报讯 （记者 李宝花 任翀）浦东新区

“乡村文创”线、闵行区“亲近自然，回归纯
朴”线、金山区“花海古镇，乐活滨海”线……

2020年上海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线路
暨最美乡村路昨天公布，9个涉农区的 18条
特色线路，将带领人们畅游上海美丽乡村。

这批特色线路经过市农业农村委、市文
化旅游局和市交通委征集遴选，充分挖掘乡
村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 集成美丽休闲乡
村、旅游重点村、绿色田园、星级旅游景区、

郊野公园、农村四好公路、最美乡村路及乡
村农业、生态、文化等资源，提供更好的旅游
观光、乡村美食、研学教育、休闲体验、农产

品购买等休闲服务，体现全域旅游的特色。

近年来，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上海开展以
“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 为标志的
乡村振兴 “三园工程”， 农村面貌发生深刻变
化。 今年各区线路格外突出美丽乡村建设成
果，特色线路包含近 30个各级各类示范村。这
些美丽乡村由点及面、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市
民游客可由一处美景进入一片美景。

目前，上海已有 37个乡村振兴示范村、17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和 124 个市级美丽乡村示
范村，30个村获得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称号，各
类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点 315个，年接待游客
达 1800万人次。

抓大促小、紧盯重点
以严格执法推动区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自开展金山地区综合整治以来，上海市生
态环境局执法总队和金山区、奉贤区生态环境
局执法大队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种模式、三
种检查、四个一批”的工作方式开展整治执法
工作。

“一个中心” 就是加快推进化工企业升级改
造及环境深度治理；“两种模式” 就是既抓大促
小、严格执法，又柔性执法、服务企业，实施“组合
拳”式措施，以罚促管、以罚促治；“三种检查”就
是通过开展联合检查、交叉检查、错峰检查等方
式，对金山地区的重点行业、重点污染源和重点
污染因子（VOCs、恶臭等大气污染物）持续加大
环境执法力度；“四个一批”就是基本达到“查处
一批、关停一批、规范一批、调整一批”的目标。

为此，总队抽调了吴晗笑、万帆、郭雅文、洪
啸、阳峰、刘岳等一批年轻的业务骨干，“战斗”

在执法一线。他们始终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勇
于奉献， 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奉献在金山环境
综合整治这片乐土。 他们加紧研究金山地区污
染物分布及排放规律， 梳理辖区内违法排放恶
臭、 粉尘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企业， 重点推进涂
料、印刷、包装、化工等行业 VOCs治理进度，梳
理形成全市 VOCs无组织排放“行为罚”查处及
裁量规范， 对金山地区重点企业及园区全面建
立空气污染自动监测站，实时监测溯源，组织开
展专项检查，切实抓好辖区内空气质量的改善。

总队与两区大队除了每月 3-4 次持续对
污染排放名单内企业开展“两白一黑”的执法
检查外， 突出加强了重点污染源的专项检查。

对一些体量大的化工企业，通过前期梳理分析
日常监管、排查摸底、企业自查自纠及信访投
诉等综合信息，严密组织、精准部署每月一次
的专项检查，通过打破常规模式，做到“三个结
合”，即：执法与监测相结合，自查与检查相结
合，法律与技术相结合，确保执法到位、有的放
矢，有效推进了石化行业环境治理及升级改造
工作进度，促进其精细化管理水平。

同时，依照新“环保法”“大气法”，上海市
环保条例等法律法规设定的法律措施，运用按
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强制措施，“出
重拳”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如对某印刷公司“废
气长期超标”及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

污染物” 的违法行为作出责令停产整治的决
定，共处罚 235 万元，并移送公安部门行政拘
留； 对两家船厂 VOCs无组织排放拒不改正的
行为实施按日计罚，合计处罚近 680万元。

更新理念、强化创新
以教育服务激发企业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

执法人员在对环境违法行为坚持“出重拳、

用重典”的同时，还引入“柔性”管理的理念，即
对情节轻微， 没有造成环境影响的环境违法行
为，运用引导、警示、教育等行为手段，督促各类
企业守法自律，转变“重执法、严处罚，轻纠正、

弱指导”的模式，使企业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
想违法，使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执法人员积极开展大调研工作， 聚焦企
业、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突出问题。在
总队的统一部署下， 先后调研了上海石化、危
险废物焚烧处置单位、周边造修船企业及上海

化学工业区等十余家企业群体，力求找准工作短
板和问题症结，真正做到“沉下去、寻良策、觅良
方、见实效”。基本摸清了本市危险废物焚烧处置
现状，推动解决一般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焚烧处
置困难及处置费用偏高等问题。

在执法工作中，执法人员主动向企业提示企业
环境污染风险，发放《企业环保守法自律典型案例
宣传手册》，督促企业组织学习新版《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指导企业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坚持创
新执法工作模式，积极尝试鼓励公众参与、注重媒
体曝光、购买社会服务、建立环境执法“专家库”。

执法成效的提高离不开队伍建设的创新。在
金山地区环境综合整治中，构建了市、区、镇（街
道）等多层次环境监管体系，力争做到全覆盖监
管、全时段执法、全天候出动，经常性开展错峰执
法、交叉执法、跨区执法，以最少的环境执法成本
达到最大的执法效益。依托金山、奉贤两区级执
法及街镇巡查部门，重点对金山区、奉贤区 1627

家淘汰类违法违规建设项目进行抽查，确保清理

企业做到“两断三清”。

加大投入、积极整改
以群众满意作为环境整治的“无形”标准

“环境整治的好坏，群众是最有发言权的。始
终把群众是否对环境满意作为环境整治的 ‘无
形’标准”，是环境执法人不变的理念。经过两轮
的环境综合整治，群众对生态环境满意率从 2015

年的 63.48分上升到 2019年的 78.98分，群众的
信访投诉大幅下降，该区环境空气质量（AQI）优
良率上升了 12 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下降
38.98%，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为此，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各类企业都投入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精神投入到整治中，还好历史的“欠账”。

以金山区为例，2015年以来的两轮环境综合
整治累计投入资金 300 多亿元， 推进整治项目
735个，涵盖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改造、废气深

化治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

上海石化作为区域内大型化工企业，认真按
照金山地区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要求， 积极整改。

2015年至 2018年， 实施了第二轮环保隐患治理
和达新标环保项目， 累计投入超过 15 亿元；

2018－2020年， 完成了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29项，

累计总投入约 12.7 亿元。对于 VOCs 治理，他们
也下足了功夫。在储运罐区，他们投用了 RTO炉
这一新型高效的有机废气处理设备，将罐区尾气
收集后深度焚烧处理，大量消除污染物；在污水
处理系统中进行密闭加盖，并在盖体边缘采用水
封结构， 有效解决了盖体与池体间的密封问题，

避免了异味泄漏；他们攻坚克难，通过不断调研
和论证，落实了焦池密闭、密闭化焦炭提升系统、

气相收集治理等一系列配套改造，实现了焦化密
闭除焦，无组织排放得到彻底根治。

对于厂区和厂界的异味问题，他们也采取了
零容忍的态度，创造性地开展了“万人行动查异
味”行动。从寻找异味入手，企业在废气治理设施
运行、大气自动站溯源、LDAR工作、大检修期间
环保管理等方面紧密配合，坚决把异味发生的根
源找到，将它“扼杀在摇篮”。经过一系列的整治，

企业员工的绿色理念逐步增强， 厂区边界 VOCs

浓度大幅下降。 在有 3928名群众走进上海石化
参观中， 抽样问卷显示 98.02%的来访者认为上
海石化环保工作进步很大。

金山二工区还主动开展管理培训、 园区监
测、巡查评估等第三方环境服务，帮助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

经过两轮的综合整治，通过强化执法，企业的
环保意识在不断增强，环保治理的投入不断加大，

污染治理进度加快，企业的内生动力得到激发。

树立法治新思维、建立监管新机制、实施执
法新举措、推进环保新常态，上海环境执法人正
努力打造金山地区的绿色底色，建设环境优美的
美丽家园。

文/ ? 晖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开展金山地区环境综合整治

金山区背靠杭州湾，接壤浙江嘉兴，域内有上海化工区、上海石化两大化工基地。它曾是本市环境整
治的重难点，经过一批批环境执法人长期的不懈努力，如今的金山河水变清了，空气变净了，群众脸上的
笑容更多了。

综合整治亮绿色 执法为民美家园

这些老旧小区物业费何以顺利提价
曲阳路街道探路“质价双提升”：12万平方米小区提价，收缴率超95%，物业投诉率降25.8%

■本报记者 周楠

听到小区物业费要涨价的风声，王阿姨最
初的反应和很多居民一样：“这怎么行？”她算了
一下， 自从 10多年前搬进玉田路 311弄后，物
业费从没涨过。身为楼组长，王阿姨担忧：老旧
小区物业费涨价要大多数居民同意，这可能吗？

她的担忧不无道理。据了解，上海自 2015

年取消物业服务费政府指导价以来，仅两成小
区成功调整物业费， 大部分小区多年未调价。

一些物业公司经营不下去， 直接抛盘走人，小
区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相比商品房，老旧小
区的物业管理水平、 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

物业费提价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这件难事真的做成了。截至目前，虹
口区曲阳路街道已有 12万平方米的老旧小区
提升了物业费， 提价幅度从 0.1 元/平方米至
0.4 元/平方米不等，收缴率超过 95%。今年预
计将再覆盖老旧小区 30万平方米， 三年内覆
盖 100 万平方米，实现物业质价双提升。值得
一提的是， 今年 1至 8月， 曲阳辖区内 12345

物业投诉率同比下降 25.8%。

在虹口区委书记吴信宝看来，物业服务质
价双提升，看似是经济指标提升，实际是党建
指标和社区和谐指标的提升。

物业费和管理服务，谁先提升
虹房集团大柏树物业公司副总经理蒋彦记

得，两年前曲阳路街道提出“党建引领下的周周
转”工作模式，聚焦居民普遍反映，却一直没解
决的问题。公司管理层被街道专门请去约谈，街

道负责人说了这样一句话：“物业费固然不高，

但管理水平应首先提升，才能取信于民。”

作为上海首批大型居住区之一，建于上世
纪80年代的曲阳社区已不再年轻。 售后公房小
区约188万平方米， 近六成由大柏树物业托管。

物业管理问题， 也曾是矛盾焦点， 投诉量占
12345热线总投诉量的七成。然而，物业有苦衷：

老旧小区物业收费低，有时还收不到，物业入不
敷出，怎么提升服务？他算过一笔账：按照目前
大部分小区0.8元/平方米的物业费来算， 大部
分小区这笔收入都不足以支付人员薪资。 物业
费只能从小区公共收益里拿。但这样一来，公共
收益少了，又影响日常维护。

在街道支持下，大柏树物业决定跨前一步，

不再纠结“物业费和管理水平哪个先提升”的问
题。在“美丽家园”建设基础上，针对社区“周周
转”行动，物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小区面貌很
快发生变化。2018年底，大柏树物业还来了一次
队伍“大换血”。淘汰一批观念落后的管理人员，

引入的经理团队以80后为主。 他们习惯走出办
公室，在小区兜兜转转，服务意识大大增强。

居民见环境好了，物业服务提升了，对物
业的认同感随之提升。 物业也向居民说明：要
想维持这样的管理水平， 光靠投入肯定做不
到，调价迫在眉睫。

从站着吵到坐下谈，达成共识
玉四居委会主任张卓知道，物业费涨价不

可急于求成。此前，玉四居委会、业委会、物业
已合署办公，大柏树物业为此增设小区物业管
理员。大柏树物业也是曲阳社区诸多物业单位

中唯一建有党支部的单位。 居民区党总支牵
头，引领业委会、物业公司“双轮驱动”的协同
社区治理，一直是曲阳社区的工作法则。

物业费由哪些部分组成？收入、支出具体
是什么？想如何调整……居委会、业委会先向
物业详细咨询，并代表居民要求物业在服务质
量上作出承诺。

在先后召开的3次说明会上，尽管物业把收
支细账列出来，显示亏空明显，居民仍不买账。

有居民提出：“人家不涨， 我们凭什么要涨？”张
卓觉得可以理解，小区老年人超过40%，老年人
大多比较勤俭。此后，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和居
民代表又开了10余次意见征询会。 一次次征询
后， 居委干部和楼组长们试着传递出这样的信
息：“每年我们的退休工资在涨，为什么保安、保
洁的工资就不能涨？”“现在是花钱买服务的时
代，想服务提高，为什么不肯多花钱？”“物业费
提高后，就不需要从小区公共收益里拿钱，业委
会可以真正用这笔钱做一些大家急需的事情。”

从“站着吵”到“坐下谈”，在一次次拉锯战
中， 玉四居民区关于物业费上涨的征询通过率
超过 70%，东四小区双东居民区的征询通过率
超过 90%。在完成调价征询基础上，根据每个
小区实际情况测算， 从 2019年 7月 1日起，玉
四小区（多层）物业费每平方米提高 0.25元，玉
四花苑小区 （高层） 物业费每平方米提高 0.4

元；东四小区双东居民区每平方米提高 0.1元。

而且， 物业费的收缴率不减反升， 目前达到
95%以上。近日，赤峰小区也初步达成每平方米
提价 0.25元的调价方案（包含物业承担小区垃
圾分类管理费用），涉及建筑面积 15万平方米。

有了三年行动方案，质价相符
过去，对于居民一些诉求，物业往往以“就这

点钱”为挡箭牌。现在变了，物业服务上不去，别说
提价，还将面临淘汰的危机感。大柏树物业拿出自
有基金用于修缮公共设施， 从改善社区环境开始
提升服务，整改 100多个问题，并按照提价承诺，

让小区优美环境长效保持。今年 1月，物业对保安
队伍进行调整，更多年轻专业的保安来到小区。

疫情发生后，曲阳辖区物业企业在“家园党
建”引领下，组成“曲阳物业联盟”，针对防疫物资
短缺、部分物业公司人手不足等问题，协调物业
企业相互支援。4月，物业承担起垃圾分类主体责
任。台风季节，物业将所有电线周围树木进行修
剪，对可能倒伏的 120 棵大树进行加固。一天突
降暴雨，一栋楼的六层渗水，造成五层一户人家
漏水，原因是落水管没有及时清理。两户人家向
物业提出赔偿，物业没有推诿，及时上门修复，妥
善解决问题。

现在的玉四、东四居民区，门卫昼夜有人值
班，没有暴露的建筑垃圾，机动车停放有序，楼道
整洁敞亮，环境绿意盎然。更多的公共收益被充实
到小区维修资金中去。 曲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谢
海龙说，今年 1月，街道制定《曲阳路街道住宅物
业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

年）》，激励辖区各物业服务企业主动跨前，提升服
务质量，改善小区硬件设施及绿化环境，推进辖区
物业企业服务走上“提升质量、居民满意、调整价
格、质价相符”的良性运转轨道。通过三年行动扶
持一批、淘汰一批、引进一批物业企业，促进辖区
物业行业优胜劣汰。

崇明区港沿镇花卉基地。 任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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