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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的共治日益默契
“三城记——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系列报道”
之四
三城记
本报讯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
两个分属不同行政区域的结合部向来
是最难管的地方，稍稍一挪脚，就到了
另一地区的地界，这边厢只能无可奈
何。若涉及两省市的边界处，管理难度
无疑更大。
然而在嘉定，以“精细管理”、
“精
美成长”为主旋律的城市工作已成共
识，一系列立足边界，同治理、共疏导、
互学习的联动办法应运而生。

联合执法还天蓝水绿
一条浏河，两座城市。北岸，太仓
新浏河的秀美向南延伸，从前的“脏乱
差”，如今已变成一片绿意盎然；而在
南岸，嘉定通过一年的综合治理，
原本
散落在沿岸的码头和堆场，如今也已
基本拆除，复垦后将种植绿化植被。
就在去年，
沿河码头漫天的扬尘、
喧嚣的噪音还让两岸村民颇有怨言。
村民们说，这些码头和堆场长期堆放
水泥、砂石，并就地生产砂浆，产生的
大量粉尘，风一吹就往家里飞，还常有
砂浆运输罐车出入村庄，也带来交通
安全隐患。
为此，嘉定工业区和区环保部门
对浏河沿线约 5.3 平方公里区域内涉
及的小企业、码头、建筑堆场进行全面
排摸，制定综合整治方案，
通过规范关

停、限制生产、回收土地等措施，逐步
解决污染扰民问题。
目前，沿岸的小企业、码头、建筑
堆场已经关停并拆除 11 家。区环保部
门还多次前往太仓，与浏河北岸部分
小区业主代表进行对话，就浏河沿岸
整治的情况及下阶段拟采取的措施予
以解释说明，
并获得了理解和支持。
在边界直线距离 500 米范围内，
两地还建起“联防联治区”，共同开展
环境保护工作，一起预防、协调、处置
边界环境污染纠纷和突发环境事件。
水环境的联合治理，也有了实质
性突破。这几天，安亭镇联勤中心副主
任陈蓬心里轻松了许多，困扰他许久
的安亭泾治理难题有望破解。5 月 8
日，陈蓬与花桥相关工作人员坐在一
起，共同为这条流经两地的河道“把
脉”
。
安亭泾的西侧有一个市场集中管
理点，人员复杂，污水直排，虽然花桥
方面反复治理，但成效不大。协调会
上，
双方逐一列出整治难点进行探讨，
下阶段将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方案，
让两岸两地居民共享清澈的小桥流水
美景。
此外，华亭镇、嘉定工业区和太仓
市也将携手，启动新浏河整治工作。
“目前正在做方案，最快于明年就能联
合整治。”华亭镇水务所所长赵晔透
露。

多项长效机制已建立
“十字河分两县界，
百里市聚四方
人”——这句诗文描绘的是古时安亭
与花桥之间商贸繁荣的胜景。但随着
时代的发展，
两省市交界处类似的“繁
荣”
，却让安亭镇城管中队副队长姜海
鹰头痛不已。
“管理无证摊贩时，
经常眼睁睁看
着他们往桥那边走几步，就到了花桥
地界。不少小贩还‘示威’
说，
这儿是江
苏，上海城管管不着。”站在漕塘河桥
上，
姜海鹰一脸无奈。
短短十几米的漕塘河桥，是安亭
和花桥两地的界桥。周边住宅小区集
聚，
一度因流动摊贩问题，
造成道路常
年拥堵不堪，两地居民意见都很大。
“我们这边整治，他们就全部去了安
亭；
安亭一整治，又都回来了。
”花桥镇
城管委副主任、城管中队队长方志洪
有着同样的烦恼。
破解难题要有新思路。
多年来，安
亭和花桥两地不定期开展联合执法，
哪边有需要，一个电话或微信群里喊
一声，对方就无条件派人过来。很快，
漕塘河桥所在的和静路乱设摊现象基
本消失。
仅靠“堵”
，终究算不得好办法，安
亭和花桥一合计，决定在漕塘河桥附
近辟出一个 1000 多平米的“边界菜
场”，由两地共同管理，让流动摊贩有

个固定的交易场所。目前，已有 200 多
户小摊贩在此落脚。
“现在周围环境干
净多了，
交通也通畅了，
很满意。
”附近
“博泰新苑”
的居民吴引珍说。
这几天，两地还共同研究出台省
际交界市容顽疾症结处置方案，并签
订了《安亭与花桥城管推进市容环境
联合行动共建协议书》，
明确每季度召
开一次联席会议和协调推进会，每月
至少开展一次联合整治，强化对交界
处流动设摊、占道经营等违法违规现
象的整治力度，并与交警部门协调联
系，
重点防范卡车车主设摊、居民电瓶
车乱停放等造成道路拥堵的情况。
如今，嘉定越来越多的部门，将与
昆山、太仓等地的携手共治提上议程
并落到实处，
《太仓市、嘉定区、宝山区
环境保护合作协议》、
《太仓市、嘉定区
跨界河流水环境共治协议》……共建
合作的范围一年比一年广，内容一年
比一年细致。

“互相取经”
中加速融合
融合发展、一体发展，
仅仅靠执法
整治显然远远不够。于是，在“互别苗
头”、
“互相取经”中，更多的合力生长
了出来。
“这个小区真大，兜一圈要花半天
时间。
”花桥曹安街道绿地社区的硬件
设施，让前去参观的安亭社区干部印
象深刻；
花桥的社区干部，
也对安亭不

少社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管理方式
赞不绝口。
于是，双方开展了两地居委
会结对活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花桥徐公桥小区社工李佳的师
傅，
是安亭博泰社区书记陆鸣。徐公桥
小区的物业费虽然比博泰社区低，可
缴费比例也远远低于博泰社区，李佳
向师傅道出了疑惑。
“一方面，住在社
区里的‘老干部’起了很大的作用，通
过他们与居民沟通解释，用他们的公
信力赢得居民支持；另一方面，我们让
居民互相监督、上门收缴，收缴情况慢
慢就好转了。
”陆鸣毫不吝啬传授的窍
门，
李佳记在心里，
把方法带回了自己
的社区。
“各类户籍人口聚集，
新的需求不
断出现，社区服务压力大。”这是安亭
社工李翔去花桥曹安街道绿地社区
“拜师学习”时，社区书记冯卫对他说
的第一句话。李翔在学习时观察到，绿
地社区有一张人员管理图，哪家自住、
哪家出租一目了然，并且实时更新，给
人口管理带来了便利。
“后来，我在安
亭的不少社区看到了同样的管理方
式。”李翔说，双方的学习其实是潜移
默化的，时常能看到两地社区干部互
相“串门”
，探讨经验做法。
一来二往，边界的社区之间交流
活动越来越多，两地的融合不断加速，
社会治理水平也在交流中提高。
记者 孙凌 李华成 顾娴慧

市政协来疁调研文化建设
本报讯 5 月 11 日，市政协副主
席张恩迪率“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
重
大课题组一行来嘉定调研。区政协主
席刘海涛参加活动。
调研中，张恩迪一行实地察看了
位于安亭新镇的万科食集、我嘉书房、
创意坊等，并听取相关情况介绍。
在随
后的座谈中，安亭镇、区建管委、区规
土局、区文广局、汽车城集团等单位围
绕主题分别作相关情况的汇报，并同
课题组成员进行了互动交流。
在听取情况汇报后，
张恩迪表示，

近年来嘉定经济发展迅速，文化活动
内容“接地气”，不仅立足区域文化资
源实际，围绕如何深化特色品牌的开
发利用进行探索和实践，而且充分挖
掘和利用社会资源，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高雅和丰富的文
化大餐。他希望，在进行文化产业发展
和影响力提升的同时，一些历史文化
古迹和风貌保护区应先行保护，待考
虑成熟后再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要
多到周边“取经”学习，立足嘉定放眼
长三角，讲好上海故事。 记者 冉涛

区政府部署二季度工作
本报讯 5 月 14 日，嘉定区政府
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市政府工
作会议精神，通报了区政府重点督办
事项推进情况，并就全区下阶段政府
工作作相关部署。区领导章曦、沈华
棣、董依雯、蔡潇飞、陆祖芳、王浩、夏
卫东出席会议。
章曦指出，全区二季度政府工作
要狠抓落实推进，咬住全年工作不放
松，保持“开门红”
的良好势头。聚焦建
设上海“四大品牌”特色功能区，全面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加快
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同步发展
“两高四新”产业，体现“嘉定智造”能
力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快科创中心重
要承载区建设，体现嘉定“科技服务”
的特色品牌。要聚焦扩大开放，积极推
动长三角一体化率先形成突破，做好
规划、市政、生态、产业和民生对接。
聚
焦乡村振兴战略，系统谋划提升“三
农”工作，坚持规划引领，拓展品牌内
涵，优化人居环境，促进农民增收；要
聚焦深化改革，推进优化营商环境举
措落实到位，确保实现审批事项网上
受理预审全覆盖，
加快推进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改革，扎实做好企业服务。
要
紧扣自身建设不放松，增强干事创业
的责任担当，始终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

大局，始终坚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
始终坚持从严治党，
廉洁从政。
根据部署，
下阶段，在教育工作方
面，嘉定将全面启动 0-3 岁幼儿托育
服务工作，
做好招生入学工作，
加快学
校项目建设进度，全面深化教育综合
改革；卫生工作方面，
做实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推进医联体建设，
推进健康嘉
定建设，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文化体育
工作方面，将迎接国家级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建验收，开展文化市
场无证经营综合整治，加强不可移动
文物保护，加快推进文化体育设施建
设，做好第十六届上海市运动会参赛
工作；乡村振兴工作方面，
将大力推进
农业产业发展，持续加快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稳步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
展；民生保障和技能人才培育工作方
面，
将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能力，
实施社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全市通办”，筹
备并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在基层社会
治理和队伍建设工作方面，将创新推
动社区共营实践，依法依规做好村居
换届选举，着力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
建设，切实做好村居减负工作；
信访稳
定和普法工作方面，切实做好信访稳
定工作，全力做好“七五”普法中期迎
检。
记者 李华成

5 月 13 日，
“方寸天地——掌上乾坤”王万春传统连环画原稿双城巡展在嘉定文化馆开幕，展出王万春连环画作品近
600 幅，展览将持续至 5 月 19 日。
记者 秦逸超/摄

区政府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会 市人大嘉定代表
本报讯 5 月 14 日，嘉定区政府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与会人
员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区领导章曦、沈华棣、董依雯、钱樑、蔡
潇飞、陆祖芳、傅俊、王浩、夏卫东等出
席会议。
区委书记、区长章曦在讲话中指
出，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全面从严治党
的艰巨性和紧迫感，
目前，
嘉定正在全
力以赴正风肃纪，各项工作取得了新
成效，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依然艰巨。
从工作机制上看，
党风廉政建设“冷热
不均”现象依然存在，
从政府工作规范
性角度来看，一些违规违纪现象还时
有发生。
针对这些情况，
要切实增强忧

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以更有力的措施
进一步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
章曦要求，要坚定不移地把全面
从严治党推向深入。要以党的建设为
统领，进一步提高工作站位；要以“四
责协同”
为抓手，进一步强化“不敢腐”
的思想震慑；
要以健全的机制为保障，
进一步强化“不能腐”
的刚性约束。
章曦强调，要把党风廉政建设成
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府工作效能。
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要进一步
强化问责和督查；要进一步深化“大调
研大走访”；要坚持严管和厚爱并举，
建立起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
记者 刘静娴

启动专题调研

本报讯 5 月 11 日，市第十五届
人大嘉定代表小组围绕“优化汽车人
才发展环境，助推嘉定世界级汽车产
业中心建设”开展年度专题调研。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许谋赛作动员部署。市
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孙
雷等市人大代表出席调研活动，区领
导王建新、傅俊参加。
会上，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
限公司、区人社局汇报相关工作情况。
市人大代表围绕汽车产业、人才等问
题展开讨论，从政策、资金等方面提出
了意见建议。
记者 顾娴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