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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安危无小事，精准治理保平安
———曲阳路街道社区安全隐患治理工作纪实

文/?安阳

11月 9 日是我国第 29 个“11·9”消防宣传日，虹口区
曲阳路街道安监队、社保队、社区民警、居委综治干部、社区
义务消防志愿者、物业公司保安、居民群众 300 余人开展
“灭火器灭火”、“楼道疏散”等火灾逃生和救援技能演练。

据介绍，近年来，曲阳路街道始终把平安建设放在街道
工作最基本、最突出的位置，坚持安全是第一财富、平安是
最大幸福、安全感是人民群众最重要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通
过群防群治、技防物防和综合治理，开展“平安社区”建设，
努力营造“最安全、最有序、最干净”的生活社区。

“拆弹”行动
拆除居民楼里安全隐患“定时炸弹”

中山北一路 865?内忻阿婆是一位独居老人，平时有
将各种捡来的杂物堆在家中的喜好，30多平方米的家里堆
满后又将门口楼道也堆满，给所在居民楼带来严重的火灾
安全隐患?环境卫生问题。街道、居委?邻居多次上门劝
导，老人就是不肯听，平安办、管理办、房办等职能部门也
多次开展清理整治行动，但往往没多久又开始返潮。“因为
是独居老人，轻不得重不得，整栋楼里的居民天天提心吊
胆、叫苦连天。”一位居委干部这样说道。

今年 1月，曲阳路街道开展以“解民忧、送温暖”为主
题的“拆弹”行动，街道办事处主任任行动小组组长，平安
办总体协调、自治办一线指导、管理办清理搬运、服务办保
障跟进、居委会贯穿始终，主动出击、精准拆除，在最短时
间内消除了曲阳社区 25处类似于忻阿婆居民楼里的火灾
安全隐患，解除了一颗颗长期藏在居民楼里?悬在居民心
头的“定时炸弹”。

为防止老人再将杂物堆出来，上农二居委干部、社区
志愿者、楼组长定期上门看望忻阿婆，检查家中?楼内的
安全隐患，随时掌握老人居住情况?其它可能发生的安全
隐患，一有情况，立即上报街道平安办，以动态监管为居民
提供安全保障。同时街道还在有隐患的居民楼内每个楼层
放置 2具灭火器，在居民楼旁边加装消防水喉，组织楼内
居民参加灭火救援培训。

针对忻阿婆在居住、生活、医疗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
难，街道主动跨前，平安办、服务办、司法所、法律援助中
心、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委会等职能部门共商对
策、共同做工作，积极联系寻找到老人的 5个兄弟，帮助该
老人联系合适的医疗?养老机构，最终帮助忻阿婆通过以
房养老方式解决了养老、看病的后顾之忧，从源头上解决
了这一长期存在社区的安全隐患，同时也解决了忻阿婆的
实际困难。如今忻阿婆已经住进了专业的养老机构，在兄
弟?专人的照料下安度晚年，865?的居民也喜笑颜开，重

新回到平安幸福的生活。

“清道”行动
畅通居民区消防急救生命通道

曲阳社区始建于上世纪 80年代初，老年人多、老房子
多的“两老两多”特征明显，由于当年规划建造的时候没有
考虑停车问题，小区居民往往将车辆随意停放在小区道路
上，造成小区道路拥挤不堪，老人小孩走路险象环生，有些
甚至直接停在消防通道上，“遇到火灾或者意外， 消防车、

救命车根本开不进来。”一位居民说。

今年 2月，街道开展消防急救通道“清道”行动，全面
排查各住宅小区内消防急救通道、消防登高作业面?室内
消火栓系统，在广纪路 171?香衫园、伊敏河路 99?复城

国际 2个小区试点开展“生命通道”标线标志施划，将打通
“生命通道”集中攻坚行动落到实处。通过连续 4个月的集
中整治行动，发现并督改消防通道问题 8处、火灾安全隐
患 127处、现场完成整改 54处、督促限期整改 73处，确保
居民区消防急救生命通道全时全线畅通。

“阻车”行动
根治电瓶车楼道内充电、飞线充电险象

电瓶车楼道内乱充电、飞线充电是老小区内又一重大
安全隐患，曲阳路街道作为虹口区 5G“智慧电梯”建设试
点街道，以技术推动安全监管，在辖区内所有电梯都安装
了“智慧电梯”?智能“阻车”系统，实现了“智慧电梯”全覆
盖。电梯一旦发现遮挡门、电瓶车进电梯等不文明、不安全

的乘梯行为，就自动停运，同时电梯内智能屏自动播放劝阻
视频，及时提示乘梯人了解?纠正不安全的乘梯行为，既最
大程度确保了乘梯安全?楼道安全，也最大程度起到了安全
宣传教育的作用。

自 2019年 8月第一部安装 5G的“智慧电梯”系统在银
联花苑投入使用以来，曲阳辖区内所有“智慧电梯”系统累计
阻拦电瓶车入梯 59650次、提醒遮挡梯门 148385次、警告乘
客蹦跳行为 671次，有效规范了乘梯人的行为。

同时，街道疏堵结合，在阻止电瓶车进入楼道的同时，积
极引导电瓶车在楼道外?指定车棚集中规范停放、 规范充
电。2018年开始， 启动非机动车车棚改造三年行动计划，对
有电瓶车集中停放场地资源的小区， 集中改造一批智能化、

无人化、标准化车棚；对停车场地资源不足的小区在居民楼
楼道外，因地制宜建造一批户外小型非机动车停车棚。截至
目前，街道已累计对 89个车棚实施标准化升级改造，改造后
的车棚配有数字高清监控设备、LED新光源照明设施、 电子
自动门禁、智能充电桩、消防水喉、灭火器。

社区居民方老伯介绍，车棚改造前，自家电动车都是“乘
梯上楼”在家门口充电。车棚改造后不仅停放数量?安全性能
明显增加，车棚面貌也焕然一新，充电安全方便，不怕被盗了。

社区治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更精细。曲阳路街道始
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基层社区治理的首要目标，

持续治理、久久为功，街道辖区入室盗窃发案数连续 3年保
持个位数?逐年下降态势，辖区安全感满意度综合排名连续
3年全区第一，先后荣获全国安全社区、全国反邪教优秀社
区、全国防灾减灾安全示范社区、上海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先进集体，是虹口区唯一连续 9年荣获上海市“平安示范社
区”称号的街道，使住在曲阳社区的百姓真正感受到了安全
感、获得感、幸福感。

曲阳路街道开展义务消防员培训

曲阳路街道百台电梯梯控阻车系统启动仪式 曲阳路街道党政领导带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社区老人观看消防安全宣传展 曲阳路街道微型消防站

沿街商铺生活垃圾上门分类收集

“清晨专线”专收商铺垃圾
“不分类不收运”倒逼商户

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最近，杨浦区延吉新村
街道多了一辆“清晨专线”，有 20多站，每天 5时至
8时运行。它搭载的是沿街商铺的干垃圾?湿垃圾，

这些垃圾被逐一倒入车内预置的 8个垃圾桶。

扫二维码记录收集信息
胡欢是驾驶员，搭档是颜国勤，每到一个站点，

也就是一家沿街商铺，两人便对商铺准备送上车的
垃圾进行预检，不分类不收运。记者注意到，每家商
铺的外墙都贴有专属二维码， 收运员用手机一扫，

进入“小小布谷”微信小程序，记录下上门收集垃圾
的时间、商户名称、收运量。

杨浦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海桥保洁分公司延吉
新村片区副经理刘志荣表示，辖区内目前符合上门
收运条件的沿街商铺超过 600家，日均产生的生活
垃圾占辖区总量的 10%以上。但这些商铺大多集中
在人口密度较高的老旧社区， 受配套设施限制，生
活垃圾找不到分类的出路，只靠监管、处罚，又不能
完全杜绝垃圾乱扔问题。

有收运员反映，大多数商铺开门营业时间并非
朝九晚五，一些黄昏开店、清晨才关门的火锅店，要
收运的垃圾量很大， 可按环卫公司常规作业时间，

很难匹配。分析“小小布谷”的后台数据，绿化市容
部门在延吉新村街道找到 20多家营业至次日清晨
或垃圾产生量较多的沿街商铺，采用容量更大的尾
板车专门收运这些商铺垃圾，大幅提高收运效率。

收运前须做好垃圾分类
一天 10时，靖宇东路上的“阿姨鸡汤馄饨”店

外响起歌曲《布谷鸟》，门店负责人蒋明华条件反射
冲进后厨， 把已快满了的两只垃圾桶拎到马路边。

“隔夜垃圾就等着这一次清空， 马上就要午市了。”

蒋明华说，虽然看起来很轻松，但权力?义务是对
等的，饭店享受到坐等收运员上门的便利，就必须
做好垃圾分类。

记者从市绿化市容局了解到，今年上海全面推
进沿街商铺生活垃圾上门分类收集，截至 9月底，全
市 220个街镇（乡、工业区）、约 4000条中小道路、近
20万家沿街商铺已实现上门分类收集全覆盖。

绿化市容部门相关负责人坦言， 目前看来，上
门收集仍是最有效的手段。之前沿街商铺生活垃圾
尝试过设置公共投放点?店前设桶两种方式，均以
失败告终。前者，投放点设在哪儿、怎么设是难点，

姑且不论商铺拿着湿垃圾一路“滴”到投放点，影响
市容环境，投放点管控不好，夏天有味道，引发周边
居民投诉更是无法避免。后者，店前设桶，商户?路
过的行人都会往里扔垃圾， 很难确保分类效果，一
旦清运不及时，桶内垃圾满溢，也会影响环境卫生。

相比之下，上门收集让商户轻松许多，更能有
效保障街道环境的干净整洁。保洁员还兼指导监督
员，“不分类就不收运”，倒逼商户做好分类投放。杨
浦区采用“一店一码”收集沿街商铺信息并定制“清
晨专线”，有效破解上门收集时间“一刀切”导致收
运效率不高的问题，目前上海已有多个区试点类似
举措。“一店一码”记录的不分类信息，还成为城管
执法部门介入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金山区输出品种、理念和技术，“金奖大番茄”助镇沅农民增收致富

在云南春秋两季都能种番茄
■本报记者 黄勇娣

近日，云南普洱市镇沅县一隅的连栋温
室大棚里， 来来往往的人们打破了小县城平
日的宁静。原来，今年“远嫁”到这里的上海金
奖大番茄到了成熟采摘期， 当地农民正忙着
把大番茄采收入箩，经分拣包装运出基地。

“我们不仅示范种植成功，而且从技术上
突破了在上海只能种一季春番茄的限制，在
云南春秋两季都能种。”上海援滇干部、镇沅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迪说，金奖大番茄就是从
上海金山“移民”到镇沅、连续三年获上海地
产西红柿品鉴评优会金奖的“哲优”品种。

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大棚里，粗壮结实的藤蔓上，挂满红绿

相间的大番茄，圆润饱满、色泽诱人，酸甜可
口的味道让品尝者赞叹不已，都说找回小时
候的味道。“云南种出来的番茄卖相真好，在
上海很难种出品相这么好又口感特佳的秋
季番茄！” 上海哲优果蔬合作社技术主管王
剑峰点评道。

今年，金山为提高普洱市帮扶县农业科
技水平?产业附加值，统一派出援滇农技人
才，指导两地农业企业合作开展金山优质蔬
果新品种试验、示范、推广。镇沅县恩乐镇优
质绿色番茄标准化种植示范项目，引进上海
富农种业有限公司培育的 5 个优良番茄品

种，依托上海农科院园艺所技术支持，种植出
的番茄皮薄汁多、风味浓郁，在 10 月 17 日消
费扶贫活动现场被抢购一空。

“这里自然条件优越，非常有利于种植水
果番茄。”金山区援滇农业专家翁永刚说，引进
到镇沅县试种的 4 亩秋番茄已进入成熟采摘

期。据初步测算，示范项目亩产量约 3.8?，亩
产值可达 3.65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合作“钱”景吸引人
依托种源农业优势，把优质品种“移民”到

镇沅；在管理上精耕细作，把现代农业发展理念

“移植”到镇沅；攻克技术难题，把先进农业技
术“嫁接”到镇沅，助力镇沅县提高农业发展
水平。

镇沅县山高路远，很少有企业在此进行
产业投资。“我们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不太现
实，还是要把农业做大、做强、做优，依靠产
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张迪坦言。古茶
坊公司是镇沅当地一家农特产品龙头企业，

依靠自身渠道优势，借助上海哲优的品牌优
势，联合打通产销一体产业链，目前两家企
业合作生产的大番茄正在云南、上海两地同
步上市，销售非常好。

产业合作“钱”景，吸引更多人加入。镇
沅坤义林业林化有限公司原本主要开展桑
蚕种养殖等业务，董事长吴启贤听说镇沅县
正在开展沪滇农业产业合作项目后，专程到
基地考察，决定将位于者东镇的 600亩流转
土地腾出，转型发展优质果蔬产业。

助贫困户脱贫增收
金山区合作交流办副主任奚朝阳介绍，

通过技术示范、推广?培训，镇沅县涌现出
一批新型职业农民，他们用新的理念发展农
业，充分发挥致富带头人的引领作用，让更
多农民驶上产业脱贫?增收致富快车道。

“镇沅县在番茄采收等劳务用工中优先
使用建档立卡贫困户， 并专门建立卡户用工
?带贫人口相关档案材料。”金山区挂职镇沅
的县扶贫办副主任沈健说。

“番茄收完还种什么？我想继续来这儿
打工。” 已经在项目基地连续工作 3个月的
恩乐镇勤劳村仰别小组建档立卡贫困户唐
芬说。据了解，镇沅县农业产业合作项目与 5

户建档立卡户签订就业协议， 通过土地流
转、就近就业等方式，直接带动贫困户增收，

先后吸纳周边村组富余劳动力 25人。

“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评选揭晓

外籍人才政策创新助上海“八连冠”
本报讯 （记者 俞陶然）科技部（国家外专

局）2019年 “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
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评选结果昨天发
布，十强城市依次为上海、北京、深圳、杭州、广
州、合肥、南京、成都、青岛、苏州。这是上海连
续第八年在这项评选中排名第一。

“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
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由科技部国外人才研究
中心主办，按照外籍人才政策环境、政务环境、

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科创环境5个标准及23项
指标进行评选，旨在引导城市重视引才引智综

合环境建设。本次活动的外籍专家评委团队包
括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位图灵奖获得者。

市科委（市外专局）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本
市持续推出吸引外国人才的创新政策举措，积
极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吸引力的外国人才
综合环境。据统计，目前在沪工作的外国人数
量为 21.5 万， 占全国 23.7%， 居首位。 我国
2017年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以
来，截至今年 10月底，本市共核发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 25 万余份，其中外国高端人才（A 类）

约 5万份，占比约 18%，引进外国人才的数量

?质量均居全国第一。

同时，上海与苏浙皖合作，在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建立外国高端人才互认机制?外国
人工作、居留许可单一窗口模式，为示范区内
外国人才引进?流动提供便利。在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建设方面， 制定外国人才引进政策细
则，下放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审批权。

近年来，上海在全国实现三个率先，即率先
出台创业类外国人才办理工作许可政策， 支持
外国人才来沪创新创业，允许孵化器、各类园区
载体内尚在创业期的外国人才及研发人员办理

工作许可； 率先向市辖区下放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审批权，目前已下放至 12个区；市科委（市
外专局）会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率先创建
外国人工作?居留许可“单一窗口”，让外国人
工作相关证件 “同一窗口、 并联审批、 同步拿
证”，这一模式将在全国推广。

今年疫情期间，上海先后发布外国人工作
许可“不见面”审批1.0、2.0?3.0版，明确外国
人工作许可的延期、变更、注销业务全程网上
办理。自2月3日执行新政至11月6日，本市各受
理窗口办理量累计50321份，日均260份。

今日看点果实圆润饱满、色泽诱人，酸甜可口的味道让人想起“小时候”

在云南镇沅县的大棚里，“远嫁”过来的上海金奖大番茄进入成熟采摘期。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