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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洗脸”，给城市“上妆”
全区已有 265 个创建单元通过初步验收，拆违和“无违建居村创建”
任务完成七成
本报讯 7 月 4 日，伴随着隆隆的
机械声，在破拆工具的挥动下，位于环
城路 2390 号的原嘉定机械厂地块约
6000 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开始破拆，预
计 20 天内完成拆除工作。记者从区拆
违部门了解到，截至 6 月底，全区已有
265 个 创 建 单 元 通 过 区 级 的 初 步 验
收，拆违面积和无违创建工作均已完
成 70%的阶段性目标。
拆违是啃硬骨头，同时也是园区
二次改造开发的契机。在菊园新区，
原
嘉定机械厂地块占地 28.21 亩，是区属
企业嘉加集团的物业资产，该地块内
存在大量违法建筑，
安全隐患丛生。
为

进一步盘活国有物业资产，嘉加集团
计划在拆除违法建筑的同时实施改造
升级，打造以“人工智能”为特色的科
创产业园区。
产业导入上，
未来该园区
将推动 1-2 家人工智能龙头企业在此
建立区域总部、创新中心，
支持创新型
企业加快发展，培育一批人工智能细
分领域“隐形冠军”，
依托孵化基地、众
创空间等公共供给，形成人工智能企
业集聚示范区，打造上海人工智能产
业标杆园区。
目前，各项开发筹备工作
正有序推进。
农村拆违之后，如何让村容村貌
得以改善？在安亭镇，
星光村和向阳村

陆续开展拆违后的村容修复项目。记
者在安亭镇星光村看到，民宅已经过
了白化处理，原本被违法建筑严重挤
压的村路也被重新拓宽，农村面貌焕
然一新。
据当地村民介绍，
以前因为违
法建筑众多，正常的房屋间隔几乎都
被违法建筑填满，两户人家之间墙碰
墙是常有的事。
拆违后，
户与户之间的
空间就大了，有的甚至变成了公共的
绿色庭院。
对于部分拆违腾出的空地，
村里还因地制宜设置了多个停车位，
方便村民的生活。
在向阳村，村民们早已达成了共
识：
对于存在的违法建筑，
于情于法都

要拆，也愿意拆。230 户村屋、1.3 万平
方米违法建筑，6 月底已 100%完成签
约拆违。村里还计划在拆除违法建筑
后，
引入第三方企业统一管理农宅，
通
过市场化手段保障农宅租赁双方的权
益。
此外，对于城市化地区的经营性
违建，区城管部门将加大排查处置力
度。
以嘉定工业区娄塘社区为例，
附近
小吃店比比皆是，
尤其是夜间，
夜市十
分热闹。
可执法人员发现，
部分店家为
图方便，擅自在后门加高墙体作为后
厨使用，一些排油烟的风扇还正对着
小区居民家。
除了油烟和噪音，
还有每

晚的强光也让周边居民十分困扰。针
对这一问题，嘉定工业区相关部门已
积极介入，
在完成拆违的同时，还将与
店家积极协调整改项目。
据介绍，
今年，
嘉定提出在巩固去
年“五违四必”
区域环境综合整治成果
的基础上，坚决遏制新增违法用地和
违法建筑，全面消除重点存量违法建
筑，全面开展“无违建居村创建”工作
的要求。
按照计划，
全区共将拆除违法
建筑 490 万平方米，完成 346 个单元的
无违建居村创建，并在 9 月份完成全
年无违创建 90％的任务目标，10 月份
进入全面验收阶段。 记者 李华成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嘉定区税务局挂牌成立
本报讯 7 月 5 日，国家税务总局
上海市嘉定区税务局挂牌成立，这标
志着原上海市嘉定区国家税务局、上
海市地方税务局嘉定分局正式合并。
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周文杰，
国
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总会计师李
俊珅出席挂牌仪式。
按照中央部署，为降低征纳成本，
理顺职责关系，提高征管效率，为纳税
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利服务，省级
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实行合并，
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非税
收入征管等职责。
近年来，嘉定区税务部门围绕“营

改增”
、深化放管服、优化营商环境、推
进征管体制改革等任务和要求，为嘉
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用
忠诚和担当向区委区府和全区人民交
出了满意的答卷。周文杰要求，
新机构
挂牌后，全体税务干部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在市局和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进一步树立对标意识，擦亮“嘉税宝”
税收服务名片；
进一步提升工作站位，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发挥税收职能作
用；进一步增强使命担当，干好税务、
带好队伍，
弘扬中国税务精神，
书写兴
税强国的宏伟篇章。
记者 王安琪

“我是应急值守中心，14：00 时接警，一艘装载危险品的船舶在蕰藻浜上海
蒙畅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码头处，
船舶艏尖舱位置起火，请指示！
”区地方海事处根
据事故等级，立即启动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7 月 5 日，嘉定举行 2018 年内
河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模拟了一艘装载危险品的船舶在码头起火，
相关单位
从接警、出警到开展船上消防、码头场地消防，再到油品泄露处置和环境监测的
全过程。
记者 秦逸超/摄

首批储备人才开启
“锻炼”
本报讯 7 月 4 日，嘉定区召开优
秀大学毕业生储备计划录用人员锻炼
动员会。记者从会上获悉，首批 28 名
优秀大学毕业生将在政府部门和基层
岗位实践锻炼，培养锻炼周期为 3 年。
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周文杰出
席会议并讲话。
周文杰希望录用人员不忘初心，
认真面对未来的工作，用尽责尽力的

区侨联部署
提升服务影响
本报讯 7 月 4 日，区侨联召开六
届二次全委会扩大会议，总结部署相
关工作。
下阶段，区侨联一方面将深入推
进落实群团改革工作，扩大对侨界群
众服务覆盖面，为其营造良好的创业、
工作和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不断加强
学习，提升参政议政能力水平，提升服
务能力和侨界影响力；此外，充分挖掘
资源，扩大引资、引智渠道，加强与昆
山、太仓等邻近区域联系，
学习借鉴优
秀做法和经验，推动为侨服务水平提
升。
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张劲
松出席会议并讲话。
记者 冉涛

态度和做事业的精神完成工作；要求
各接收单位、区委组织部、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团区委等有关单位，
关心
支持人才、精心指导带教，
结合个体特
长、多压担子提升能力，严格日常管
理、加强考核定期交流、营造良好环
境。
会上，录用人员代表和接收单位
代表作交流发言。
记者 李华成

我嘉书房（菊园·双创街）启用
本报讯 7 月 9 日，嘉定创新创业
大厦菊园党群驿站和我嘉书房（菊园·
双创街）正式揭牌启用，
这是菊园新区
打造 15 分钟党建服务圈、推进我嘉书
房“菊园模式”再升级的两个新阵地。
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顾惠文出
席活动并为我嘉书房（菊园·双创街）
揭牌。
我嘉书房（菊园·双创街）位于嘉
定首个“科创综合体”
嘉定创新创业大
厦一楼，面积 133 平米，藏书 4000 余
册，杂志 70 余种，阅览坐席 30 余个，纳
入了上海图书馆“一卡通”管理系统，

使用 RFID 自助服务技术，实现图书
阅览、自助借还，自助办证等便捷服务
功能以及免费 WIFI 网络全覆盖。我嘉
书房凸显“双创”特色及优势，呈现出
一个“知识洞穴风格”
的主题式自助阅
读空间，致力于打造集立体化的科技
创新服务体系、差异化的科技创新发
展空间体系和多层次的科技创新平台
体系于一体的科创服务综合体功能定
位，并与“双创学院”积极联动，形成
“双创书单”
“双创有约”
等主题式阅读
项目。
菊园党群驿站位于嘉定创新创业

大厦五楼，该阵地依托“一轴两核多
区”
的“红创街区”党建特色，将科创园
区、沿街社区、城市商区等资源统筹、
精细输出，
通过启动红色窗口、红色驿
站、红色时尚、红色展区等“党建+科
创”特色项目，形成 15 分钟党建服务
圈，实现主体多元化、资源共享化、载
体信息化、联通高效化、制度规范化、
目标共振化的“六化建设”，全面提升
党建服务能级，优化营商环境软实力，
打造党建引领下互联、互动、互通的红
色枢纽服务站。
记者 李华成

颜值高、数量多，
舒适性升级、花园式环境

新城
“公厕革命”，为市民再添
“方便”
本报讯 对于“滴滴快车”
司机郭
目明来说，开到嘉定新城是他一天中
感觉最轻松的时候。他告诉记者：
“咱
跑车的最怕找厕所，好不容易找到个
公厕，里面又可能脏得不行。
嘉定新城
的公厕不仅数量多，而且相比其他地
方，
它很豪华！
”
不是干净卫生，
而是豪华？新城的
厕所豪华在哪儿？记者日前探访了嘉
定新城的多个厕所，找到了答案。原
来，嘉定新城拥有 7 座由国际知名设
计师设计的公厕，目前已全部投入使
用。海螺形、几何形、
“忍者”形……量
身定制的建筑外形，让前来如厕的市

民，
远远地就能感受到这些公厕的“霸
气外露”
。崇信路温泉路附近的公厕更
是与众不同，100 平米左右的沙石地
上有十多个“小房间”
，
设有母婴室、立
尿池及无性别单人间，女厕比例也明
显多于男厕。
“这种做法很贴心，解决
了我们常见的‘女厕排长队’
问题。
”附
近居民杨美玲说。
嘉定新城（马陆镇）共有公厕 28
个。其中，13 个位于马陆集镇及戬浜
集镇内，15 个位于嘉定新城核心区，
每个公厕都由专人定点管理。
今年底，
嘉定新城核心区还将新增 6 个公厕。
对于公厕来说，如果仅仅是颜值

高、数量多，显然还不够，市民的如厕
体验才是“王道”
！今年，
马陆环卫清洁
服务发展有限公司在“大调研·大走
访”
中发现，
市民对嘉定新城公厕的内
部设施、管理制度、开放时间有着自己
的看法，
并提出不少建议。
为此，马陆环卫公司采取措施，对
人流量大，需求多的厕所延长开放时
间，
如白银路球场旁的公厕，
关闭时间
延长至 22 点。对于公厕管理人员，除
了按时到岗外，还要求每周至少两次
对公厕内外门窗进行冲洗，保持公厕
整体干净明亮。
此外，马陆环卫公司还利用绿色

景观对新城公厕进行了“舒适性再升
级”。由于公厕内湿度大，又难有充足
的阳光照射，容易滋生细菌，人流量大
的厕所经常会被市民抱怨“味儿大”。
近日，除了在公厕内安置纯植物油净
化除臭机外，还摆放上绿萝、吊兰、芦
荟等植物，
增加美观度。
对于厕所里的“小花园”，马陆环
卫公司组织公厕管理人员进行植物养
护培训，
让他们承担起日常浇水、摆放
及养护工作，在激发员工兴趣的同时，
实现全员参与。未来，
嘉定新城核心区
将打造更多“花园式”
的美丽公厕。
记者 秦逸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