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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综合

文明创建·专题

■记者 张琦

本报讯 5月19日，大宁路街
道第二届社区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
在海上文化中心举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街道2020年
要完成的十一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
关的实事项目。它们分别是在大宁
宏慧视界园区新建一家党群服务站
（企业服务站），整合各类党群服务
资源，完善更为便捷、更为丰富的党
群及企业服务体系；完成大宁路街
道儿童友好社区创建，建设大宁路
街道儿童服务中心，打造儿童友好
服务空间，建成7个儿童之家、1个
儿童户外活动场所，绘制大宁儿童
友好社区地图；推进“美丽家园”建
设，提升小区居住环境；推进主干道
部分路段立体绿化及路口街心花园
的建设；完成延长中路451弄等多
层住宅小区的20台电梯加装工程；
完成上海市安全社区的创建，组织
实施安全促进项目，切实预防和减
少社区内各类事故与人员伤害的发
生，切实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和辖区
居民安全健康；在24个居委完成
3000例社区科普、认知障碍（脑健
康）筛查及数据上传，建立大宁路街
道认知障碍友好社区服务体系健全
支持网络；建成大宁路街道康复辅
助器具租赁服务点，利用网络平台，
通过服务点单配送的方式，为老人、
残疾人等提供器具租赁服务；打造

“宁的餐厅”为老助餐联盟；通过积
极排摸辖区内托育资源，鼓励参与
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在辖区内开
办1个可招生30名3岁以下幼儿的
普惠性托育点，保障适龄幼儿的托
育服务需求；建设完成社区健康智
慧小屋，建设健康检查、评估、干预、
体验一体的服务平台，提供针对性、
个性化的健康指导和宣传教育，让
居民在家门口体验健康获得感。

大宁路街道确定

2020年实事项目

■记者 彭旭卉

本报讯 5月14日，由南京西
路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主办的2020
年南京西路街道“微草公益”成长计
划微创投路演活动在东方海外大厦
3楼举办。

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
有人的节奏，不仅对社会治理是一
次大考，也是对社会组织和志愿者
团队的一次考验。不少社会组织与
志愿者团队充分发挥其特长，勇担
社会责任，奋战在抗“疫”前线。与
此同时，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比如专
业性社会组织数量较少，使得其参
与社区防“疫”力量有限，专业性人
员在社区的“能见度”较低。面对这
样的情况，南京西路街道社联会思
考，如何才能更好地调动社会资源，
加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队在面对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时的应对能力。

本次微创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诞生的。活动自今年3月在线上
发布招募令以来，期间共收到了来
自全市13家社会组织以及1家志
愿者团队的申报，通过组织专家团
队进行前期的线上培训、预审及辅
导，共有11个针对本次主题的创意
特色项目进行了路演。各个团队通
过多媒体展示、项目陈述、专家问答
将各自项目的核心内容一一展现，
现场气氛热烈。

最终现场评分排名前五的团队
获得本次微创投的项目资助，分别
为多特瑞携手关爱志愿服务队、上
海市静安舒坦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家庭关爱
服务中心、上海市静安品阅社区文
化公益发展中心以及上海哈皮木偶
戏剧活动中心。

南西社联会表示，通过本次的
微创投活动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团
队搭建起资源共享的平台，提升其
在遇到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社会动
员的能力，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
并鼓励社会组织及志愿者团队充分
发挥在社会救助中的“拾遗补缺”作
用，广泛参与到各类帮扶救助的民
生项目中，进一步提升公共生活的
参与度和人际互助，最大效度地利
用社会动员，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发展。

南西街道开展

公益微创投路演活动

■记者 顾武

本报讯 今年起，市生活垃圾分
类考评办法首度将垃圾投放点控制
异味单列为考核项目。静安区石门
二路街道绿化和市容所率先行动，在
辖区远中风华园小区垃圾箱房引入
一项新科技——安装2个除臭空气
净化小魔盒，从而使垃圾箱房作业时
不再“臭烘烘”，保洁工及周边居民也
从此告别难闻气味。

据了解，位于武定路上的远中风
华园小区，是区内垃圾分类工作做得
较好的居民区之一。该小区垃圾处
置箱房内有一台智能餐厨废弃物等
湿垃圾就地消纳装置。该装置不仅
能降低大型生活垃圾处置设施末端
的处理量，更能通过采用物理粉碎挤
压脱水的工艺，将经过处理后的湿垃
圾转化为富含钙质和氨基酸等成分
的干的植物有机肥料。小区每日产

生6桶湿垃圾，经过处理后，可产生1
桶有机肥，供物业绿化工用于培植养
护小区内的树木花卉，从而实现湿垃
圾资源的循环利用。

“但是，湿垃圾处置机在进行烘
干操作时，会散发一股腐臭味道，天
热时尤其厉害，每3小时的运转周期
里至少有一个小时是比较臭的。”
石门二路街道绿化市容所所长仇毅
杰告诉记者，湿垃圾处置过程产生的
臭味令保洁操作工及其住在垃圾箱
房附近的小区居民苦不堪言。尽管
物业也经常在垃圾箱房内喷洒各类
清香气体，但收效甚微。

为解决垃圾分类投放点异味问
题，街道绿化市容所经过多方市场调
研，并通过专业机构的推荐，选择了
上海励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国
家权威机构检验的植物液挥发除臭
设备在远中风华园小区进行试点试
用。这个与笔记本电脑差不多大小

的长方形盒子，为何有如此魔力？励
驰环保科技公司技术人员揭秘道：盒
子里含有1升全部从天然纯植物中
提取并经过浓缩、精馏、萃取和化学
处理而成的植物除臭液。它会根据
人工设定频率和浓度滴出，经风扇送
出均匀飘散，在垃圾臭气环境挥发扩
散后，与臭气中的恶臭污染物质进行
吸附并发生分解反应，全部生成为无
臭物质。据介绍，这项植物除臭液为
纯植物制剂，已经验证符合国家《生
活垃圾除臭剂技术要求》，对皮肤不
过敏无刺激，对人畜无毒，没有二次
污染，因此适合在居民住宅垃圾分类
投放点(收集箱房)使用。

据悉，这个学名叫LCH-30型
植物液挥发除臭设备的魔盒，以全自
动间隙运行为主，可设置一周内每天
的开停机时间以及运行时间内的工
作及间隙时间，也可切换成手动模
式。储液罐容积约1升，正常情况下

可供一个月除臭需要。此外，该设备
还可根据所在场所的空间大小、异味
浓度和季节、气温不同，可灵活调节
植物提取液空气净化剂的输出频率
和排出量。

记者在该小区垃圾箱房看到，上
述两个魔盒，一个安装在湿垃圾处置
机旁边的墙上，一个安装在箱房门
口。据垃圾操作工小郑介绍，自今年
1月两个除臭魔盒安装使用以来，垃
圾箱房空气明显清新了许多，臭味异
味不再出现。而住在小区旁边的一
些居民也对垃圾箱房安装除臭设备
予以了赞赏。居民赵阿姨告诉记者，
过去家里靠近垃圾箱房的阳台窗户
一直不敢开，现在气味没有了，只要
晴天就天天打开窗户！仇毅杰表示，
街道绿化市容所准备在街道有条件
的小区垃圾分类处置点推广、安装上
述除臭设备，从而让更多小区业主生
活在空气清新的环境中。

石门二路街道市容管理部门先行先试

除臭魔盒助力垃圾分类

■记者 彭旭卉

本报讯 每年“520”都是结
婚登记高峰日，“2020520”更是因
谐音“爱你爱你我爱你”，受到了
很多准新人的追捧。5月 20日，
记者在静安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
心看到，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在这
天领取结婚证，并用各自特别的
方式，来庆祝人生新一段路程的
正式开启。

上午8点刚过，静安婚登中心
现场已经排了不少前来等候结婚
登记的准新人们。“我大概6点不
到就到了，今天是520，是个特别
美好的日子，以后每个520都可以
和媳妇一起过了。”准新人吕先生
原本定在 2020 年的 2 月 2 日结
婚，没想到因为疫情的缘故错过
了，他表示今天特意赶个大早，就
是希望能早一点拿到结婚证，“就
想快点结婚，我再也不想等待
了。”吕先生笑着对身边的另一半
表示。

感受到准新人们迫切的心情，
以及为了应对当天的领证高峰，
婚登中心也比往常提早了半小
时，于 8 点半开门受理业务。据
悉，“520”这天的婚姻登记名额，
早在4月下旬就被一抢而空了，当
天共有118对新人通过预约选择
在静安进行婚姻登记。“今天，通

过预约、现场登记等方式进行分
流，提早半小时开门，五个办理窗
口全开，限制人数进入，减少新人

们在场所内的逗留时间。”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因为当天预计结
婚登记注册的人数较多，中心提

前做了预案，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尽可能满足准新人们的婚
姻登记需求。

2020520结婚登记火爆
新人新花样留住美好瞬间

■记者 黄竞竞

本报讯 5月起，旅法艺术家
瞿倩梅艺术展——“风雨春生”在
三泉公园“静安艺空间”举办。此
次展览是继2019年静安雕塑公园

“天地源”艺术展后，瞿倩梅第二次
在上海静安办展。

本次展出的作品是以“风雨春
生”为主题的系列油画，瞿倩梅在
疫情期间运用中国传统的大漆进
行创作，塑造自然天地山水间的无

穷景色，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
欣赏。瞿倩梅的作品气势磅礴，色
彩沉稳厚重，内在蕴藉着强大的爆
发力。

本次展出的场地“静安艺空
间”毗邻三泉公园，市民既可免费
观看展览也可游览公园，一举两
得。展览持续至7月31日，周六周
日下午开放。区绿化部门与三泉
公园将继续落实好公园疫情防控
工作，努力为公众提供优质的观展
环境。

瞿倩梅“风雨春生”艺术展开幕

■记者 顾武

本报讯 在日前举行的“两
新”组织党建工作推进会上，彭浦
镇党委推出了以实现“两新”组织
党建工作全覆盖和提质增能为主
旨的“两新”组织党建“红色引力
波”工程。

据了解，彭浦镇“两新”组织党
建“红色引力波”工程涵盖党建全
覆盖、党组织规范化建设、党建服
务、运行机制和工作支撑保障等一
系列具体内容，其中有些方面内容
质量高，且颇具创新性——

创新推进党群活动线上线下覆盖

以经济普查和服务企业数据
为基础，全面摸清“两新”组织建立
党组织的情况，坚持“应建尽建”。
特别要在“两新”组织开展党员、员
工喜闻乐见的党群活动，把“两新”
组织全年参与各类党群活动不少
于2次作为检验党群活动覆盖的标
准；以街区、园区、楼宇、行业为单
位，探索建立“两新”组织党群活动
小组，通过党群活动的蓬勃开展，
使党的声音传递、辐射到更多“两
新”组织。

为“两新”组织提供“三项服务”

首先是依托网格化党群工作
布局，整合各类党群资源，为“两
新”组织提供组建指导、工作推进、
活动开展等各项党群服务；其次是
深化经济服务，由镇各级单位通过
走访、座谈等形式，了解“两新”组
织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供
经济建设、财税服务等经济服务；
此外是深化社会服务，为“两新”组
织提供文化品牌、人才培育、劳动
就业、司法服务、社会保障等各类
政府服务，并引入社会组织服务力
量，推动“两新”组织社会服务落实
落地。

全面落实党建工作支撑保障

除在镇党委领导下，由镇社区
党委牵头落实“两新”组织党建工
作责任保障外，还要落实三大保障
——党建活动阵地保障：以镇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为主阵地，探索“代
理制”工作模式，为全镇“两新”组
织党建工作提供坚实保障；依托四
个街区党群工作站，把镇党委对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要求落实
下去，把“两新”组织及党员群众的
需求传递上来，起到上情下达、下
情上传的枢纽作用。党建活动队
伍保障：建立一支由街区党群工作
站党群社工和园区、街区党建工作
者组成的党建指导员队伍；建立一
支“两新”组织党务骨干队伍；建立
一支“两新”组织人才队伍。党建
活动经费保障：保障“两新”组织党
建专项经费，向“两新”组织党组织
划拨党建专项经费。

创新推进“两新”
组织党建全覆盖

彭浦镇启动“红色引力波”工程

■记者 张琦

本报讯 为发扬红色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深化“四史”教育，宝
山路街道于5月11日至25日开展

“遇见五月声情飞扬”——走进红
色宝山，诵读红色经典专题活动。

自活动开展以来，辖区内机
关、各居民区、“两新”组织、驻区单
位等各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群众
积极响应，踊跃报名参加诵读活
动。伴着婉转的旋律，和着铿锵有
力的节拍，参与者们声情并茂地朗
诵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庆
祝伟大的改革开放40年》《中华，中
华》《宝山路上的红色星火》《共产
党宣言（节选）》等红色经典诗文、
宝山路街道本土红色经典文章。
他们用慷慨激昂、抑扬顿挫、字正
腔圆的朗诵，倾诉着对祖国母亲、
对中国共产党、对红色宝山这片热
土的感激和热爱之情，出色表现赢
得了辖区内党员群众的高度认
可。截至5月18日15时，共有辖
区30余名党员群众通过“优谷朗读
亭”小程序提交参赛作品。目前，
线上访问量多达1778次，总投票数
过万。

宝山路街道举行诵读

红色经典专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