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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进入
关键时期，区文明办、创全办近日对
居民小区暗查和回访，“一眼看过去
大体上是好的，但是仔细看细节，还
是存在一些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在对广汇小区的首次暗访中，总
共发现了12个细节问题：小区门口
地砖有缺失，小区里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乱停放，小区绿化地上有废弃物，
灭蚊蝇设施缺饵料，绿化地里有废弃
花盆摆放杂乱，居民楼外墙有空调滴
水，部分消防设施无检查记录，垃圾
桶未及时清洗，库外落水沟堵塞，楼
道内公共部门私自安装铁门，消防楼
梯缺少楼层标示，有乱晾晒现象，居
民反映小区有群租。

这些问题反馈到居委和物业
后，各部门条线十分重视，块区负责
人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整改。整改结

果如何？工作人员三天后又进行了
回访。这座规模不大的小区总体环
境不错，一一对照后发现大多数问
题得到了整改。但垃圾库房仍然没
有分类标识，落水沟堵塞还没有解
决。另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绿化
地有一处路灯已不能使用，但底座
的电线头用绝缘布包裹后仍暴露在
外，有安全隐患。

“回访的情况我们跟物业马上进
行了沟通，垃圾库房落水沟堵塞是因
为被垃圾堵住了，现在把垃圾掏出来
了，已经不堵了。电线头的问题是两
三年前小区改造时施工人员遗留下
来的，也不能拆掉，现在物业用一个
罩子把它罩起来。”居委干部说：“小
区物业公司一直是十分配合的，除了
平时的日常管理，发现问题整改也比
较及时，但是小区的群租现象无法杜

绝。小区主要是物业在管，到现在这
个程度也已经不容易了。”

记者在创全办了解到，根据区
市民巡访团、政协之友在全区居民
小区的日常查访和创全办暗访中发
现，很多小区整体面貌挺好的，但细
看之下有的底楼居民把自家围墙用
板架高，有的小区垃圾没有分类，有
的小区绿化缺失或者私种蔬菜，有
的居民空调外机的遮阳篷坏了，或
者老公房窗户上遮雨篷坏了等等，
往往一些细小的地方不到位影响了
整体水平。文明创建作为一项常抓
不懈的工作，“已经起来越注重细节
了。”区文明办工作人员也表示。

记者跟随巡查组在另一个社区
看到，一幢居民楼的大门口堆放着
十几袋建筑垃圾，物业人员正在督
促装修工人及时清理好赶上垃圾清

运车，突然发现一个角落里堆出了
两大袋无主建筑垃圾，“刚刚还没看
到，一个转身就丢出来了。”这名工
作人员叹着气说。胜在细节也难在

细节，类似垃圾库房脏乱、乱扔垃
圾、楼道堆物、车辆乱停放等，特别
是其中动态性的问题难以杜绝。

记者 许晓红

文明胜在细节，也难在细节
随创全巡查组暗访居民小区文明创建侧记

近日，徐汇区正在紧锣密鼓开
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迎检相关工
作，6月24日下午，记者随督查办
暗访时发现，在徐家汇社区衡山路
六百后门的一处垃圾库房前，垃圾
随意堆放在人行道上，周边的垃圾
桶和绿化带也是十分脏乱，而人行
道上则满是油污、十分湿滑。6月28
日记者获悉，上海六百已就该问题

进行整改，恢复了道路的整洁。据
悉，该公司已责成专人对接周边商
场的垃圾倾倒工作，并坚决杜绝垃
圾回收人员占道进行纸箱堆放、打
包。此外，该公司将继续保持每周3
次冲洗垃圾房门外通道，并根据实
际情况适时增加冲洗次数，定期做
好绿化带的清洁和保养工作。图为
整改前的人行道 陆翔 摄影报道

徐家汇商圈也有卫生死角

“为创建文明楼组，本人承诺
遵守《文明楼组公约》，做好邻里和
谐相处，自觉维护楼道整洁，不在
公共部位堆物，积极参加社区各项
创建活动。”这是华泾镇14个居民
区创建文明楼组的承诺，这个承诺
也成为了华泾镇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的一个高音符。

创全，贯彻在华泾镇的各个行
动中，从经费上保障，设立精神文明
创建专项预算，在财力上给予支撑，
做好各类民生工作，解决百姓生活
中的难题，为文明创建赢得“民心”。

从氛围上鼓舞，镇文明委制作
百米公益长廊“讲文明 树新风”主
题墙绘；印制宣传海报2000多张，
下发到居民小区、工业园区及学生
校区；利用镇政府门户网站、《绿色
华泾》社区报、“文明华泾”新浪微
博等公众媒体宣传报道。在基层单
位，各居民区、单位充分利用黑板
报、宣传栏、横幅等形式进行宣传。

不仅仅是文明委在行动，全镇
各条线围绕文明创建积极开展相关

活动，配合宣传发动。镇妇联推进
“百万家庭低碳行，垃圾分类要先
行”项目；镇团委围绕关爱来沪务工
子女，开设“七彩小屋”课堂；镇经济
发展办公室举行“相聚华泾，共创和
谐社区”社区企业联谊会，动员各类
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文明镇创建工
作；镇计生办组织外来嫂俱乐部开
展“我做文明华泾人”大家谈等活
动。这些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
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为文明创建
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楼道卫生是历年文明创建的
难点之一。针对这一问题，华泾镇
整合文明委、机关各部门、居委、物
业及志愿者队伍齐抓共管。各居委
通过走访居民、召开党员和楼组长
会议等形式，让社区居民知晓“文
明楼组”创建的权利和义务，引导
楼组长、社区成员主动申报，自觉
行动，第一季度，华泾镇共有 91个
楼道主动申报“文明楼组”，镇文明
办借助市民巡访团和机关团员青
年两支志愿者队伍，对申报的楼道

一一现场考评，最终在 91个楼道
中，选取了34个已经自觉做到不乱
堆物、不乱停车、不乱张贴的楼道成
为第一批“文明楼组”。6月份，根据
奖励方案为文明楼组实施全面的楼
道综合整治工程：粉刷墙面、油漆设
施、整理线路，通过统一的装修使部
分硬件环境较差的楼道焕然一新。

“文明楼组”的楼组长刘阿姨说，墙
壁一刷，楼道穿上了新衣服，我们楼
组的人走出去都特别有面子。

“城中村”管理是华泾文明创建
的另一项难点。老宅基消防安全隐
患多、治安问题突出成为文明创建
的“顽疾”。华泾以“大联勤”试点为
契机，突破部门条块分割，整合城
管、公安、工商等执法力量，形成合
力。通过多次联合整治，老宅基的环
境面貌彻底改变，从杂乱无章的农
村到井然有序的现代社区，从办事
不便到“一站式”服务，从村委管理
到居民自治，居民文明行为的自觉
性正在得到提高。

通讯员 王丽娜 记者 张文菁

创全，我们在行动
华泾镇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本报讯 （通讯员 郑伯顺

记者 张文菁）为庆祝建党 92周
年，完善社区大党建格局，深化社
区文明“双创”工作，长桥社区（街
道）党工委日前举行 2013年党建
暨精神文明建设大会。区委副书记

李子骏，区委常委、副区长谢坚钢，
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吕晓慧出席会
议，长桥街道党政班子成员、徐汇
区域党建促进会长桥分会会员、居
民区党组织、“两新”党组织等单位
参加。

会议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
对下阶段深化社区党建和社区“双
创”工作进行了部署，并对社区
2012-2013年度党建和精神文明
建设先进进行了表彰。吕晓慧在讲
话中提出加强思想学习，同筑“中
国梦”；同心协力，迎接“双创”；围
绕主线，常抓“四大工程”等三方面
要求。

创新社区党建机制 同创全国文明城区
长桥街道召开 2013年党建暨精神文明建设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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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吴梅 通讯

员 洪豫）创全工作正紧锣密鼓地
在本区开展，为营造创全氛围，增强
卫生监督实效，6月 27日，区卫监
所在外地来沪人员较集中的上海南
站地区，开展投诉举报电话 962223
的宣贯活动，增加 962223的知晓率
和定位职能，使外地来沪人员也参
与到创全工作中来。

自去年 9月启动 962223卫生
监督投诉举报电话至今已 9个月，

通过 9个月从试运行摸索到正式
开通后的规范化操作过程，区卫监
所实现了对本区卫生违法违规类
大案要案的快速查处，有效促进了
畅通市民投诉举报渠道，拓宽违法
案件线索来源，同时还有助于实现
区卫监所同市所和其他兄弟区县
各级卫生监督所之间信息无缝衔
接（“一站式”受理）和数据共享，强
化投诉举报线索收集和管理功能，
加强对违法行为和突发事件的应

对能力。
区卫监所同时发现，外地来

沪人员对 962223的知晓率不高 ，
对 962223的定位和职能认识模
糊。针对这一现象，区卫监所开展
了集中宣贯活动，通过展版介绍、
发放 962223宣传小册、一对一的
介绍解读等多种形式，让大众知
晓 962223的功能定位。当天共发
放宣传资料和宣传小礼品 2500余
份。

畅通市民投诉举报渠道
区卫监所围绕创全开展“

&'!!!$

”宣传活动

党校小区 4号楼被称为“和
谐”之楼，虽然近年来随着房屋买
卖，住户几经更换，但楼组邻里之
间和睦依旧。除了邻里之间的互
谦互让外，他们的楼组长张檀人更
是功不可没。自她担任楼组长以
来，每次住户更迭，她都会亲自上
门，一来对他们表示入住4号楼的
欢迎，二是向他们介绍小区情况和
楼道特点，让新居民刚入住就感受
到邻居的关心，进而对这个楼道产
生了好感。街道文明办负责人介
绍：“这样的楼组康健有很多，他们
都能根据自己的特色开展文明创
建。比如长虹坊在楼道堆物整治
工作中，各楼组长带领楼组骨干，
每天检查楼道内的堆物等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沟通劝阻、加以整改，
对于部分堆物严重或有长期堆物
习惯的居民，及时向居委会反映情
况，由居委干部进一步上门沟通协
调。他们还结合每月15日的爱国
卫生整治活动，进行楼组自查、楼
间互查，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如今
的长虹坊已逐渐形成以楼组长、党
员、志愿者为骨干，居民群众广泛

参与楼道环境整治的良好机制。在
这次的星级评选中，他们申报的两
个楼组都评上了‘五星级文明示范
楼组’。”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去
年起，康健街道文明办就开展了

“星级文明示范楼组”评比活动。
活动以“骨干力量发挥好、文明公
约遵守好、志愿精神弘扬好、整洁
干净卫生好、支持参与创建好”等
五个“好”为标准，以楼道环境的
干净整洁为首要条件和参评基
础，鼓励各个楼组创出亮点、创出
特色，同时以点带面，推进各居民
区文明楼组创建，维护楼道良好
环境，营造邻里和谐氛围。在 6月
20日康健街道召开的社区“星级
文明示范楼组”表彰交流推进会
上，共有 18个楼组获评五星及三
星楼组。

随着本次评比的结束，街道还
将扩大覆盖面、提升普及率，并且
要将广泛发动、全面推进与重点整
治有机结合，共筑美丽和谐的“康
健梦”。

记者 姚丽敏

示范楼组争“星级”

曝光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