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区自2005年实施第一轮水
利设施维修养护工作以来，积极探
索区域水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在
河道整治、改善水质、景观建设、日
常养护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逐
步形成源头上控制、系统上研究、
一体化管理的工作格局。

区域内水质状况! 2004以来，
徐汇区先后开展了水环境综合整
治、中小河道黑臭整治、防汛墙综
合改造、截污纳管改造、雨污分流
改造、水生态治理和修复、河道底
泥清除技术研究等工作，河道水质
的黑臭现象基本消除。通过对5条
市级河道6个监测断面和 11条区
级河道水质监测评价结果表明，徐
汇区境内河道有机物污染，营养性
污染因子氨氮、总氮及总磷超标仍
较为严重，仍需加大水环境综合整
治力度。

加强综合治理" 促进水质改

善! 一是加强河道日常巡查的力
度；二是加强设施维修养护的力
度；三是加强日常调水管理的力
度；四是加强河道生态循环建设。
如：蒲汇塘、漕河泾港局部防汛墙
改建工程，市河道生态治理试点项

目———徐汇区东上澳塘工程等项
目，对护坡试点使用现浇绿化混凝
营养土工艺，在河道护坡上布置水
生植物等手段，逐步促进河道自循
环系统的形成。

启动雨污混接改造"推进截污

纳管! 2012年，我区正式启动田林
地区漕河泾排水系统雨污混接改
造工程一期，截污量约为 7180立
方米/天（占污水混接总量三分之
一左右），封堵直排河道污水排放
口41个。今明、两年徐汇区还将组
织二期、三期工程，预计可以改善
雨污混接水量 10000立方米 /天
（实测混接量 13747立方米 /天，
预计可以实施80%）。为从源头上
改善河道水环境，减少直排入河的
污染源，区建交委持续加大开展污
水截流工程，据初步统计，我区污
水管道总长度约368公里，截污纳
管率达到95.5%。

强化制度落实" 完善管养机

制! 自2004年启动水利设施市场
化养护模式以来，我区先后完成了
第一轮、第二轮三年水利设施养护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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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
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二次会议

近年来，根据中央、市委、市政
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工作的相关要
求，区政府不断探索社会公共服务
的提供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
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探索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

的工作模式

初步形成我区“政府出资购买、
社会组织承接、社区群众受益”的政
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一是
自 2009年底市民政局启动公益项
目招投标以来，我区积极参与，全区
先后共有 32个社区公益服务项目
成功参与招投标，由25家社会公益
组织承接实施。二是 2012年以来，
区政府利用社区发展专项资金，投
入120万元，对7个社区公益项目

实施定向资助补贴。三是各委办局
和街道镇也相继进行了政府购买服
务的尝试与探索。

加强了区级层面的统筹协调和

政策引导

2009年，我区成立社会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今年上半年，
又在全市率先成立了区社会建设学
院。2011年9月，区委、区政府联合
提出“要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通
过项目招标、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等
形式，促进社会组织协助政府参与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区社会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明确，要重点推进制定区
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实施办法，
建立区级社会公益项目招投标平台，
制定社会组织财政税收扶持政策，不

断完善社会组织培育机制。
培育扶持了一批公益性社会组织

我区以政府实事项目的形式，
2011年启动并完成了徐汇区社会
公益组织孵化园建设工作。目前，已
累计有31家社会组织得到扶持。今
年，又在全区8个街道挂牌成立“徐
汇区专业社工与社会组织社区实践
基地”，将社会组织和服务项目延伸
落实到了社区。

截至今年5月底，本区已有社
会组织 658家（包括 136个社团和
522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中社会
服务类组织196家，主要涉及民政、
残联、妇联、计生、团区委以及各街
道镇社区管理条线，主要从事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性或社区公

共服务。
启动了建立政府购买社会工作

服务机制的专项工作

今年以来，结合办理区人大相
关议案，区政府重点就建立政府购

买社会工作服务机制作了专题研究
和推进。下一步将在广泛听取各方
意见的基础上尽快形成征求意见
稿，并拟上报区委区政府研究讨论、
审议后印发。

区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培育社会公益组
织、推进社区建设情况报告（摘要）

区水环境建设与管理工作情况报告（摘要）

建言献策

听取和审议区政府购买社会

工作服务# 培育社会公益组织#推

进社区建设情况报告

张家华!长桥街道长桥八村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政
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一个很好
的做法，很受社区百姓欢迎。提一
点建议，政府在购买服务立项时要
到基层来做一个系统的调研，要切
切实实地了解基层的需求，使政府
的投入真正“看得见、摸得着”，起
到显著的社会效果。

高湘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副院长#$谈几点建议，一是在规
范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同时，
要引导和激励社会组织参与，设定
相应资质，明确购买流程，此外，要
通过多渠道宣传，提高政府购买社
会工作服务的知晓度。二是把培育
社会公益组织同大学生创业、志愿

者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整合社会零
散资源。三是按照从居民群众最基
本、最急迫的需求出发，分领域、分
阶段设计、实施社会工作服务项
目。四是通过建立客观、公正的项
目评估指标体系，引导社会组织建
设，提高服务水平。

听取和审议区水环境建设与

管理工作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区

扬尘污染控制工作情况报告$听取

和审议区节能降耗工作情况报告

陈必顺!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委

员"区成片旧区改造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 我区扬尘控制工作取得的
成效有目共睹，但与兄弟区相比还
有差距。建议：一是相关部门要严
抓管理，落实长效机制；二是结合

“大联勤”机制，做到信息共享，集
中整治和日常监管有机结合；三是
要及时解决群众关切的问题，让市
民客观了解本区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取得群众
理解支持。

张鑫!上海水务规划设计研究

院副总工程师#$第一，关于徐汇区
河道水环境建设和管理工作。我区
河道水环境的改善有赖于三大方
面：一是河道本底水质好转。二是
要加强点源、面源治理。三是优化
淀北片水系的引水调度，改善我区
河道水环境。第二，关于徐汇区扬
尘污染控制工作。一是加强源头治
理。二是对于徐汇滨江等大规模成
片开发区域，减少渣土外运，有效
降低扬尘污染。三是扬尘污染控制
应当全市一盘棋，注重市区统筹，
区区联手，一方面减少城市下风向
的扬尘污染的几率，另一方面也可
把好的经验向全市推广。

林卫青 !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委

员"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总

工程师#$本区的河道水环境还不容
乐观，建议：一是重在治本，加大截
污纳管和雨污分流改造力度。二是
要尽可能科学安排工程项目，在一
条河道没有把污染源截清的情况

下，不要盲目地进行淤泥疏浚，宁愿
把钱花在源头治理，然后再来搞底
泥疏浚。三是在新的城市化地区要
尽可能去推广一些绿色基础设施，
包括可渗透地面、屋顶绿化等，现有
绿化的优化、河道护坡和缓冲带的
改造等好的措施也要在新的城市化
进程中充分利用，避免重走过去“先
污染、再治理”的老路。

刘建民!上海金磐拍卖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结合创全工作
和龙吴路扬尘污染现场视察的情
况，提几点建议：第一，人防管理的
力量要加强。建议利用区域内丰富
的社会资源，建立一个第三方的社
会组织，来协助和配合区扬尘污染
的控制工作。第二，技防手段要提
高。从规范的角度讲，处罚违规违
章的时候要更具说服力，如果没有
高清探头，车牌都看不清，容易引
发不必要的争议。第三，要避免产
生管理盲区。一方面，龙吴路上很
多车辆都是外区前来“借道”的，另

一方面，频繁的渣土和土方车经过
还对周围居民造成噪音和扬尘污
染等问题。建议：一是和相关区开
展联动，加强对途经徐汇主干道和
周边道路车辆的监管；二是渣土车
运输需申请线路行驶许可证，审批
的线路要集中上网公示。

杨新海!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

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 一是开展
节能降耗工作“奖”比“罚”更重要，
在完成约束性指标的同时，更要注
重通过激励手段激发企业、老百姓
节能降耗的动力。二是合同能源管
理目前主要是在企业层面，建议创
新性地在老百姓层面推广节能降
耗工作。三是节能降耗工作不能光
宣传好的方面，在落实相关工作的
过程中不能牺牲“以人为本”、安全
性等因素。四是报告中提到专项结
余资金达 7500万元，节能降耗工
作的经费有结余并不是好事情，还
是希望有更多企业、单位和居民积
极参与，得到奖励和补助。

近年来，我区在各级领导的高
度重视下，各职能部门和街道、镇共
同努力，扬尘控制工作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一些好的经验做法也在全
市得到推广。从2006年开展扬尘污
染控制区创建工作起，区域和道路
降尘量逐年改善，我区 2012年区域
降尘平均值为 5.8吨 /平方公里·
月。目前我区1-5月区域降尘平均
值为6.6吨/平方公里·月。

搭建管理平台"加强组织保障!

世博后，我区建立了扬尘控制联席
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组织
开展联合检查，分析、通报每月降尘

量情况，编发工作简报。
明确管理职责"加强长效管理

力度! 世博后，制定《关于进一步加
强扬尘控制长效管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2012年，区联席办还建立了
双周报管理制度，使各部门日常管
理和执法信息得到有效沟通和反
馈。

建立扬尘污染网格化监管制

度! 2012年，网格中心受理、派遣
扬尘污染事件 53件，全部结案；视

频监控出土违规 427车次，多数工
地在接到电话警告后立即落实整
改。

推进渣土运输规范化管理! 区
绿化市容局认真落实渣土运输企业
资质招投标工作，严控码头数量和
外区运输车到我区卸土。2012年，
督促渣土车辆整改 1118辆次；处罚
车辆扬尘违规165件次。

建立完善志愿者监督机制! 积
极营造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

区扬尘污染控制工作情况报告（摘要）

据市统计局反馈，2012年我区
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4.49%，能耗
总量增长 2.88%，完成年初设定的
节能目标。“十二五”前二年我区单
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 8.81%，完
成进度49.49%，超时间进度9.49%。

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制! 一是部
署全区节能重点工作84项。二是定
期召开节能办成员单位工作例会。
三是全面落实区属各单位、各领域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目标责任签约制

度。四是继续加强统计分析，做好节
能预警预测。

扎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工作!

完成上海联合光盘有限公司关闭部
分生产线项目，节约 1200余吨标
煤；关停了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
限公司全部生产线，预计可节约标
煤约5200吨。

认真做好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

理! 经评审，2012年我区有33家企
事业单位申报节能技改项目共 46

项，项目总投资额 2734万元，审核
年节约标煤5592吨。对全区106幢
商务楼宇开展了用能情况调查。此
外，通过走访、约谈等手段有效管理
重点用能单位。

切实开展市政府下达的专项重

点节能工作! 一是启动徐汇区国家
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
监测系统的建设。二是推动我区锅
炉清洁能源替代工作。

组织各种形式的执法检查! 联
合相关部门对4家工业企业进行了
统计执法；对大卖场（超市）销售的
电磁灶等家电产品进行检查。

关于本区节能降耗工作情况的报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