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城是一场攻坚战， 也是一场人民战，

只有将群众发动起来，才能真正在全社会培
养起文明新风。

为积极响应中央文明办、市文明办推广
公勺公筷分餐制的倡议，破解“市民习惯难
改、商家积极性不高”两大难点，浦东新区
创新探索，形成公筷公勺“四步工作法”，在
66 个商圈、2 万家餐饮企业、120 万家庭、

550 万市民中大力推广这一餐饮文明新
“食”尚，力促公筷公勺成为浦东百万家庭
的自觉，也成为浦东文明的新风尚。在巩固
抗击疫情成果的同时，助力餐饮、文创等行
业在疫情中尽快复产复业， 实现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的双提升，为浦东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营造良好氛围。

区文明办联手区食安办、 区市场监管
局，在全区 66个商圈、近 2万家餐厅复业之
初，就制作了 5万余张宣传海报，并制定《浦
东新区餐饮行业使用公筷公勺工作指引》，

倡议全区餐厅做到 “四个一”（一个承诺、一
个宣传提醒、 一个主动引导、 一个实惠奖
励），主动提供公筷公勺或分餐制服务，构建
更安全的就餐环境。 联手区市场监管局、区
商务委等部门，进一步鼓励星级酒店、品牌
餐饮和各类食堂等有条件的餐饮企业推行
分餐制。制定规范，将软要求变成硬约束。浦
东在绿色餐厅、文明餐厅的创建标准和《浦
东新区商圈消费环境评价规范》中，均加入

公筷公勺等内容，提升餐饮企业使用公筷公勺
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引领全区 66 个商圈、

521家绿色餐厅率先垂范， 也为中小餐厅提供
可参考的模板。

近期，浦东将厉行节约、抵制浪费作为第
六届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的抓手，着力全社
会发动、鼓励全行业参与，引导餐饮全链条的
每一个环节积极作为，形成抵制浪费行为的闭
环。浦东还支持全国首家推行“过量食物循环
利用”的“食物银行”公益组织，在浦东全区设
立近 50个食物循环点，推动超市、家庭把吃不
完的过量食品及早分享给有需要的人。浦东社
区的“家门口服务”组织助力这一过程的精准
对接，让更多食物“物尽其用”，减少浪费，实现
绿色循环。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的三周，绿洲
食物银行挽救了重 1.4万公斤的物资， 近 7万
人次免费领取食物。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几乎让全
民参与了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除了医务工
作者，在这场战役中，志愿者们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截至 3 月份，浦东 3 万余名注册志愿者
投身一线防控，社区防疫志愿服务项目开展近
千个。

疫情防控阻击战在浦东打响以来，在中央
和市文明办的号召下，浦东相继发布了《关于
号召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积极有序参与
疫情防控的倡议书》等相关倡议书，扬起了“奉
献与担当”的志愿旗帜，浦东区委区政府先后

发动近千名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青年突击队
下沉到基层，区工会、区团委、区妇联以及各街
镇等纷纷动员条线青年志愿者深入到防护用
品生产企业，用志愿服务守护战“疫”前方；而
更多的， 是浦东的社区志愿者们入村入户，进
小区、进商圈、进市场，量体温、送口罩、送菜送
饭送水果、登记入户资料、排摸情况，将志愿精
神转化为甘当疫情防控阻击战“排头兵”的动
力，汇聚成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必
胜力量。

目前，浦东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点
选址浦东图书馆，与区党建中心合建，实现资
源共享、 资源整合。36个街镇分中心依托街镇
文化中心、党建中心、社区学校等资源场地全
面建成。 依托家门口社区服务站，1300多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基本建成， 依托志愿服务基
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特色点打造了 221个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依托园区、开发区设立新
时代文明实践特色阵地联盟。

垃圾分类事关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维系着市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一年过
去，在浦东各居民区、机关单位、街头巷尾等垃
圾分类的“第一线”，环境变好了、设施设备更
齐全了。更为可贵的是，市民群众的理念发生
了变化———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变成了“好
习惯”。一年来，垃圾分类工作覆盖到浦东新区
2999个居住区、2441个单位、659条道路（沿街
商铺），让环境面貌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楼道不能有堆物，文明标语要整齐，外卖车辆停

放要规范……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也是浦

东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区的关键年、 考核年。如

今，在浦东大地上，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攻坚战正如

火如荼地进行，不管是大街小巷、还是小区单位，文明

之花随处可见。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文明，体现在

一个人身上，是素质；文明，体现在一座城上，是底蕴。

创一城之文明目的是为了造福一城之
百姓，浦东始终没有忘记这个初心使命。

日前，浦东新区创建办在浦东城运中心
发布全市首个用于文明创建的智能体系：一
网统管-城市大脑-智慧文明智能化应用体
系。该体系设计了文明交通、生活垃圾处理、

工地不文明施工、噪音扰民、街区管理、志愿
者管理等 50 多个专项智能化场景应用，以
实现城市设施、市政管理、环境卫生等 6 大
领域的智慧化管理。

当天上午，浦东城运中心“城市大脑-智
慧文明指挥中心”大屏上显示出一张图片和
一段文字：杨高中路上的易初莲花超市的消
防通道门打不开。原来，此时文明巡查员在
这家超市附近巡查时发现问题后，拿出手机
打开“智慧创城”小程序，即刻将图文上报。

小程序自动发送短信通知相关点位长，点位
长迅速予以处置。8：32， 超市物业人员到达
现场，打开消防通道。巡查员再次通过小程
序上传照片，对问题进行消项。从发现问题
到处置解决，整个过程清晰地显示在了“城
市大脑-智慧文明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耗
时短短 2分钟。

浦东在全市各区中率先借助智能化、全
员化信息技术手段，依托“城市大脑”系统，

将“智慧文明指挥调度系统+专项场景应用+

市民巡访应用”相结合，紧紧围绕文明创建
工作要素特点， 解决创建工作的短板难点，

以精细化治理助力浦东创建第六届全国文
明城区。 这一体系设计了 50多个专项智能
化场景应用，比如街面管理场景应用，在街
区疫情防控平台数据库的基础上，对全区街
面的商户信息全覆盖， 建立线上执法检查，

全流程记录街区秩序管控实况，建立了智能
发现违法发现机制、智能预警推送、闭环处
置机制。

为发动全民参与文明创建，浦东还配套
开发了“智慧创城”小程序，招募了 600多名
青年志愿者和市民巡访员，针对文明城区创
建指标，对全浦东点位开展实地巡访，通过
小程序实时上传发现问题，实时推送各个点
位上负责人或智慧文明的指挥系统进行限
时处置。GIS地图则能实时显示全区创城点
位分布和具体信息， 有效促进日常巡查管
理，提升创建工作效能。此外，全体浦东市民
都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浦东 e家园 APP，看到
问题实时上报、智能推送。截至目前，市民志

愿者巡访团已发现了 11523个问题，全部在线
即时处置率 100%，问题解决率 96.1%。浦东 e

家园 APP注册用户 8万多，每天上报问题超过
千条，问题处置满意率达 94.87%。

未来，“一网统管-城市大脑-智慧文明智
能化应用体系”还将继续加强开发大数据分析
决策，加强开发方便全区市民积极参与的技术
手段，实现快速发现、及时处置、高效运转的文
明城区科学化、智能化、常规化管理新模式，让
浦东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成果“留得住、常态
化”，让浦东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今年是新区 “缤纷社区三年行动计划”的
收官之年。记者近日从浦东新区规划资源局获
悉，该局将通过筑牢社区微更新平台、进一步
扩大缤纷社区“朋友圈”、完善自治共治缤纷社
区管理新模式等举措，打造更全、更优、更精致
的缤纷社区。

浦东在居民区附近打造 40 多个口袋公
园，功能性绿地让市民生活更惬意。口袋公园，

指的是城市中呈斑块状散布的小型绿色开放
空间。相比普通的绿地，口袋公园具备更多的
功能性，可供市民休憩、游玩。近些年来，新区
生态环境局结合路口景观改造工作，在居民区
附近打造了 40多个口袋公园。 家门口的片片
绿意，让市民的小康生活更增添了一份惬意。

住宅小区建设“美丽家园”是创新社会治
理、 加强基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2018 年
“美丽家园”建设启动以来，浦东坚持“一流城
市要有一流治理”的要求，扎实推进“美丽家
园”“美丽庭院”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比如
探索实践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浦东模
式，推动形成浦东整体方案，形成一张加梯地
图、一本操作手册、一套群众工作方法、一套
后续管理机制， 截至 2019年底全区立项 108

台，覆盖 18个街镇。

截止今年 9 月，全区共有周浦棋杆、书院
塘北等 21 个村获评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大
团赵桥、老港大河等 6个村通过市乡村振兴示

范村验收，另有惠南海沈等 5个村正在创建市
乡村振兴示范村。

与此同时，浦东还开展道路设施整治提升
专项行动让道路更“舒坦”更缤纷。在第六届全
国文明城区创建行动中，新区建交委开展道路
设施提升专项行动，以“更安全、更美观”为目
标，选重点、补短板，对道路平整度、道路隔离
设施、盲道连续贯通等方面存在的“病害”持续
进行整治，并对道路沿线环境进行美化，保证
道路设施安全和常养常新，方便市民出行。

标准化街镇建设则激活了河长制“细胞”，

助推浦东迈向“水清河秀生态美”。近年来，新
区水环境整体面貌不断提升。背后，是中小河
道整治工作的持续发力。一年下来，高难度的
一项项硬性指标都被“拿下”。以张江镇为例，

共消劣河道 101条段，提前实现消除劣 V类水
体目标；2019年镇域水面率达到 9.11%； 第三
方对 97条河道水环境进行评测， 市民满意率
达到 95%，超过创建要求。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的过程
中，浦东牢牢抓住一根“红线”，

那就是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热
点难点问题， 着力解决了一批
僵尸车占道停放、绿化缺失、公
共设施破损等老百姓急难愁盼
问题。

陆家嘴街道 3 月以来集中
整治道路严重违法行为和小区
不文明现象，对居民小区内的群
租房、违建、楼道堆物等现象开
展集中整治行动， 消除安全隐
患；北蔡镇积极发动工人先锋志
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美化
行动，并组建“啄木鸟”志愿者队
作为镇级巡查队伍的补充力量，

沉入点位紧盯问题，即查即改。

提升环境的同时，浦东还努
力实现把文明创建过程变成改
进城市管理、 改善民生服务、优
化人居环境、提升文明素养的过
程。上钢新村街面商铺多，垃圾
分类方面一直存在较大问题。对
存在问题的商铺，上钢新村街道
城管中队执法队员多次约谈，但
在每日例行检查的过程中，发现
有些商户的垃圾分类工作仍然
不到位。上钢新村街道城管中队
最终立案查处 6 起。 如今辖区
494 户商铺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环保意识明显提升。

在全区层面，结合当前文明
创建测评中的突出问题，新区创
建办聚焦交通文明（路口）、交通
文明（乱停车）、背街小巷、公共
卫生间标识、校区社区、道路设施、母婴室设施、综
合文化活动站、未成年人、商场和集贸市场、酒店宾
馆、氛围营造这 12个专项，对展示功能型点位应拔
尽拔，下一步将重点整治流动顽症型点位，确保所
有点位达标或处于良好的迎检状态。

近日，航头镇城运、房办、城管、公安、联勤联动
等多部门联合出动， 会同南馨佳苑居民区物业、业
委会和居委会，将困扰居民 8年之久的 327个私装
地锁全部拆除。南馨佳苑居民区是经适房、廉租房、

公租房混合型小区，共有 2046户。近年来小区私家
车数量与日俱增，居民为了争抢停车位，竞相私装
地锁，“地锁车位”占据公共停车位的 86%。在创城
过程中，居委会、业委会组织志愿者加强社区宣传，

倡导居民提高文明素养，自觉抵制私自安装地锁行
为，物业也增派保安力量每日巡查，规范社区车辆
停放秩序，防止私装地锁反弹。

通过创城，浦东群众普遍反映，获得感和幸福
感更多了。位于蓝天路 755号的公共厕所有点与众
不同。进门是休息区，设置了三人座椅、书报架、便
民雨伞等，墙上粘贴了观赏性图片，洗手台下安装
了小厨宝。这是浦东新区打造的一个“温馨公厕”。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新区在重点区域打造“温馨公
厕”，美化内部环境，增加人性化设施，加强保洁规
范，借此提升公厕服务水平，助力创城。

为进一步提升公厕服务水平，浦东新区对多个
重点区域的共 27座公厕进行提档升级，打造“温馨
公厕”。“温馨公厕”在软硬件上都有相应的要求。例
如，蓝天路 755号的公厕内，设置了休息区，休息区
内还有书报架、便民雨伞和绿植。

近期，塘桥街道在峨海小区“50米视界”建立了
第一道“家门口”服务点，把“小区门”———这一居民
每日出入的必经地， 变成了便民服务的集中地、各
类信息的汇集地、展示文明的主阵地。在这里，原本
放置在“家门口”服务站内、供居民按需借用的便民
工具，如打气筒、老虎钳等，也被“前移”至服务点，

方便居民借用。除了提供各种咨询、宣传、预约，服
务点还配备了电子屏、接待台、遮阳伞、便民服务箱
等设施。

创城为民

创
城
惠
民

创城靠民

———浦东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区纪实

创评检查组

世纪大道

浦东启动公筷公勺进家庭活动

上钢新村街道居民自发参与空地微改造

地铁 2号线“浦东文明专列”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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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小哥成为浦东文明宣传者

潍坊街道志愿者整理街头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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