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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 讯

员 王萍）近期，山阳

镇松卫小区的 72 户

居民陆陆续续来到

天然气公司办理申

请手续，享受天然气

带来的便捷。作为

山阳镇 2018 年实事

项目之一，总投资约

120 万元、惠及 72 户

居民的松卫小区天

然气转换改造项目

已于 8 月底完成，受

到 居 民 一 致 好 评 。

“把液化气罐搬到 5
楼，真的很吃力。如

今 ，家 里 通 上 天 然

气，省力又安心，太

感谢政府了！”松卫

小区的蒋杏伢、方秀

英老夫妇高兴地说

道。

除了给松卫小区

居 民 送 上 便 利 ，今

年，山鑫联城、欧洲

城花苑、山阳老街等

处的 872 户居民也享

受到了政府实事项

目带来的实惠。为

改善小区供水设施，

提高居民用水水质，

山阳镇在去年对宏

阳小区、海浒新村、

玉兰新村等实施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工程（一期）的基础上，今年 4—6月，

又对山鑫联城等三个小区实施二次

供水水网改造（二期），包括改造给水

管道 1.4 万米，外移并更换水表、水

箱，并对管道实施保温及道路、绿化

修复等，工程费用约387万元。

此外，总投资达 4300 多万元的

镇排水管网修复工程实事项目经过

近 5个月的施工已基本完成，正在进

行后期收尾工作。38 条道路破损排

水管网得到全面修复，进一步促进全

镇排水管网功能提档升级，区域环境

质量得到改善。

目前，山阳镇朱山路路灯建设实

事项目已完成批复立项，即将启动建

设，项目投资约 490 万元，将在道路

单侧布置路灯。另外，海皓小区、金

湾小区居民健身点建设正在有序推

进中，确保今年镇人代会确定的 5件

实事项目在年底前全部完成。

我区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专项整治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陆学敏）日前，

我区正积极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专

项整治工作，促进金山燃气行业健康

有序发展。

截至 9 月 15 日，我区共排查瓶

装液化气用户 102972 户，其中居民

用户 99771 户，餐饮用户 2208 户，工

业 用 户 498 户 ，其 他 类 用 户 1495
户。共计排摸问题 5863 户，使用外

地气源占其中的绝大部分，共有

5181 户，主要分布在廊下、枫泾、金

山卫镇。各执法单位加强执法，共

计出动执法人员 816 人次，其中区建

管委 49 人次，检查液化气供应站点

15 个；公安金山分局 386 人次，对进

出道口车辆、打非治违重要线索进

行了重点查处；公安消防金山支队

40 人次，对区内使用液化气的餐饮

用户进行了检查，并责令整改 8 家不

符合安全要求的餐饮用户；区安监

局 40 人次，共计检查 20 家危化企

业；区交通委 36 人次检查危险品运

输企业，并对涉及液化石油气运输

的车辆进行检查；区城管执法局 265
人次，加强对夜排档及占道经营的

餐饮店的执法检查。

下一步，区相关职能单位将开展

对街镇液化石油气工商用户（特别是

小餐饮用户）的安全用气情况联合执

法检查。

我区开展2018年金山
滨海地区综合交通调查

近日，区交通委牵头的 2018
年金山滨海地区综合交通调查正

式开展，以石化街道、山阳镇、金

山卫镇为主，利用入户调查、网络

调查等形式，收集居民一日出行

数据和交通流量数据，为我区未

来的交通发展方向提供依据。

综合交通调查以抽样的方

式，筛选 3000 户左右的居民，由

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入户调

查。通过了解居民们一日出行

的方式、时间、地点，更好地了解

居民的出行需求。据了解，区交

通将定期开展此类综合交通调

查，通过系统的数据记录，为建

立交通分析模型和信息平台提

供基础数据。

记者 武云卿 杨季峰

本报讯 在双节来临之际，又

逢“进博会”召开在即，我区全面开

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确

保隐患问题早发现、早解决。

9 月 18 日下午，山阳镇安委

办、安全事务所等部门对上海华峰

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进

行消防安全大检查。检查中发现，

部分单位的叉车安全带缺失、室外

消防栓被树木遮挡、危险品仓库无

危化品标识及警示标志等隐患。

针对发现的问题，检察人员要求企

业立即整改，并将约谈相关责任

人，确保安全隐患及时消除。

9 月 18 日晚，漕泾镇对辖区人

员密集场所以及易燃易爆企业开

展消防大排查大整治夜查行动。

检查组先后到农工商超市 270 店

和上海台界化工有限公司检查。

检查中发现，企业员工对消防器材

的使用操作、消防控制室火灾报警

控制器手动操作不够熟悉，以及部

分灭火器过期、空气呼吸器备用钢

瓶气压不足等问题隐患。随后，检

查组要求企业进一步加强员工对

消防装备器材的培训使用，定期组

织消防应急演练。

日前，在张堰镇建农村周家埭

上，“王大姐说事堂”组织埭上妇女群

众为建设“美丽埭”一起出谋划策。

“王大姐说事堂”已形成“五个一”长

效机制，即每月一次埭民学习碰头

会，双月一次志愿卫生清扫劳动，季

度一次小型文体活动或比赛，半年一

次送戏到宅基，全年一次总结评比。

“美丽埭”建设是近年来区妇联

的重点工作。这项工作立足妇女群

众生产生活的最小单元，打造“埭美

人和、埭风文明、埭头整洁”的社会主

义新农村和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去年以来，全区共有 28 个村的 32 条

埭积极参与“美丽埭”申报建设。

妇女参与，实现埭头环境美
一条埭美不美，环境整洁是前

提。在埭容埭貌日新月异的过程中，

妇女群众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

近年来，区妇联积极引导动员农村妇

女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踊跃参

与“无违居村”“无违街镇”的创建，持

续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带头做好农村

污水处理、生活垃圾资源利用和垃圾

分类等工作，以“小家美”促“乡村

美”。

朱泾镇大茫村组建了“暖心娘

家”志愿保洁队，组织开展“看看谁家

‘小三园’布局合理，谁家庭院设计精

巧，谁家客堂间整洁美观，谁家灶间

干净卫生”的评比活动，鼓励农村妇

女为创建美丽埭建言献策。

阵地建设，激发埭头人文美
一条埭美不美，人文和谐是灵

魂。区妇联把激活联系服务妇女“神

经末梢”作为推进群团改革的落脚

点，发挥妇联区、镇、村、埭四级阵地

作用，延伸妇女之家、妇女微家、妇女

议事堂等阵地到宅基埭头，使之成为

妇联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和公共

服务的重要平台。这些用心打造的

温暖之“家”，也让人文之花在群众中

竞相开放。

这些在群众家里、身边的妇女阵

地，也让姐妹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

多元。张堰镇建农村周家埭“其英妈

妈”手工编织坊由编织班起源，逐渐

发展成巧手妈妈们的“谈心”阵地。

2018年，手工编织坊又新开设了精致

盘扣小班，力求把埭上的妇女群众打

造成为知识型、技能型、创业型的“三

型母亲”。

示范带头，宣扬埭头家风美
一条埭美不美，家庭示范是关

键。区妇联深化“百家千户”工程，开

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组织评选文

明家庭，引领妇女带动家庭成员建设

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促

进文明乡风、淳朴民风，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

吕巷镇夹漏村4组最美家庭的女

主人黄美英，发挥埭头大姐领头作

用，先行拆除违章建筑，并到有违建

的村民家中做思想工作，让他们签好

拆违承诺书。同时夹漏村妇联还号

召最美家庭代表、妇女小分队成员等

成立清洁家园小分队，活跃在埭头进

行环境整治，使埭头大姐、埭头阿嫂

一起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妇女群众凝

心聚力齐建家园。

与此同时，区妇联还鼓励妇女

代表，把家风家训写进“宅基民约”，

大家共同制定、积极遵守。朴素的

家风家训被印成牌匾悬挂在村民们

的门前，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家风文

明，以家庭文明建设推动乡风文明

进程。

“美丽埭”建设是区妇联围绕“两

区一堡”发展定位，以“服务大局、服

务妇女、服务基层”为工作主线，引导

和组织广大妇女在践行“和美家庭、

和睦邻里、和谐社区”中创造美好生

活。未来，“美丽埭”建设将努力实现

“环境美”和“发展美”、“外在美”和

“内在美”兼得，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和乡村振兴做出积极贡献。

记者 甘力心 唐屹超

区妇联推动“美丽埭”建设内外兼修

巾帼花开美埭头

日前，公安金山分局民警赴

上海闵东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上

海中石化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等

危化品运输企业，对公司车辆安

全技术状况、GPS运行情况、驾驶

员安全学习等进行检查，并与公

司安全管理人员就如何避免驾

驶员常见的违法行为进行探讨，

对机动车违法清零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

公安金山分局深入危化品
运输企业开展交通安全督导

虽然我到交通委的时间不

长，但每每看到有关交通的文章

登载出来之后，市民的留言如此

踊跃，我直观的感受到了肩负的

责任重大。大调研的本质就是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调

研，我感到，交通是一个综合的

系统，如果把市民出行的需求看

作为一个定量，那么我们要解决

的不仅是如何满足这个量的问

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调结构、提

质效、优品质。

——区交通委党委书记、主
任 陈莽

一段时间以来，我和同志们

一起走出办公室，深入街镇、寻

访社区，检查民防工程、走访物

业公司，倾听民意找短板，面对

问题找差距，深有感触，启发良

多。民防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关

注和支持，更需要广大群众的参

与和智慧，让民防意识深入人

心，依靠全社会力量，共同铸就

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

——区民防办党组书记、
主任 顾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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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胡卫国要求，各级河长

要把责任扛在肩上，俯下身子了解情

况，摸准问题，全面做好治水各项工

作，确保如期完成“今年年底全面消

除中小河道黑臭、2020年底力争全面

消除劣五类水体”这个硬任务。

会前，区领导实地查看了张堰镇

豆腐港，该河道是条断头浜，全长约

300米，河道两边有24户人家，畜禽养

殖情况较突出，河面上满是漂浮的水

葫芦，将水体全部掩盖。赵卫星要求

相关部门尽快加强水系疏通，拆除清

理占河养殖，杜绝畜禽粪污直接排入

河道从而影响水质。在查看朱泾镇牡

丹5组河、枫泾镇千斤浜时，针对两条

河道存在的问题，赵卫星要求加快推

进整治任务，加强长效管理工作。

据了解，2016 年以来，我区强力

推进河长制和水环境治理工作，顺利

通过了生态环境部组织的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首轮督

查，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经过治理，

全区 185条段 198公里中小河道已基

本消除黑臭，公众满意度测评均在

90%以上。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推进

水环境整治工作，完成今年 292 条段

劣五类河道的整治任务。

（上接第1版）区农委深挖本地资源

禀赋，发展特色主导产业，将资源优

势和区域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

优势，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

抓手，引导示范村加强区域特色农产

品品牌培育，狠抓农业特色化、品牌

化、规模化和市场化建设，促进“一村

一品”提档升级，为乡村振兴提供坚

实的产业支撑。接下来，我区还将进

一步深化“一村一品”建设，充分利用

各村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打造更多具

有优势产业的村镇。

“一村一品”品出
乡村振兴好味道

大调研·观点精粹

漕泾镇检查组人员正在叮嘱企业员工消防安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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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盒
装
广
式
月
饼

盒装苏
式月饼

品牌

杏花楼

冠生园

新雅

老大房

功德林

名称

杏花楼精装纸盒月饼

杏花楼嫦娥铁盒月饼

冠生园秋月浓情月饼

冠生园情满中秋月饼

新雅精装月饼

新雅八月桂香月饼

老大房上海有您月饼

老大房百年老大房月饼

功德林功德金牌礼盒月饼

功德林功德飞月礼盒月饼

规格

800g/盒
800g/盒
600g/盒
720g/盒
675g/盒
800g/盒
960g/盒
480g/盒

656g/盒

420g/盒

华润万家
(原乐购）

石化

68.9
77.9
60
70

55.9
85
128
37.2

88

农工商

石化

75
80

78
85

88

49

卜蜂莲花

石化

69.9
77.9
60
70
83

79.9

55.8

世纪联华

石化

82
90
62
72
78
78

123
39

95

58

朱泾

82
90
62
72

78
123
39

95

58

吉买盛

朱泾

66
72
52
62

79.9

52

欧尚

石化

68.9
77.9
60

69.9
85
78
123
36.5

88

49.9

永辉

石化

78
92

89.00

参与单位晒价商品

今年年初，朱泾镇爱卫办给各村

每个生产组发放了 4 只贴有垃圾分

类标签的垃圾桶，到目前已有半年多

的时间。但是，这些原本应该在各组

埭上的垃圾桶，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村

域的垃圾房里，其中投掷的垃圾杂

乱无章，垃圾分类四个字形同虚设。

待泾村党总支部书记告诉记者：

“村民的环保意识弱，单一的宣传，很

难使村民多年的习惯即刻转变。一

些村民还很抵触，觉得一袋垃圾分几

个袋子，是没事找事儿。”新泾村分管

卫生的条线干部说起自己推行垃圾

分类时常“有劳无果”也颇感无奈：

“村里常住人口以老人居多，一个家

庭里的垃圾要分成好几类，让许多老

人无所适从。单靠村干部，要兼顾全

村农户的指导、督促工作，确实力不

从心。”

尽管面临不少困难，但改善农村

环境卫生，着力推进垃圾分类制度刻

不容缓。今年 6 月，《关于朱泾镇进

一步加强农村卫生保洁工作的实施

办法》《朱泾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方案》相继出台，以大茫村、待泾

村、新泾村为试点，由点向面铺开全

镇11个村的垃圾分类工作。

各试点村组建“1+10+N”志愿者

网络，通过村民自愿、村委会举荐等

方式，在村内招募 10 名垃圾分类志

愿者，由镇爱卫办统一进行垃圾分类

应知应会培训。培训结束后，村民志

愿者组成的垃圾分类指导队分别进

入到每户农户家中，开展手把手演示

教学。同时，各村还搭建村保洁员、

垃圾收集员队伍，在现有保洁员数量

不变的基础上，根据年龄重新分配工

作任务，年龄较长者继续负责村域保

洁，部分年轻保洁员负责垃圾分拣，

配备三轮车，每日到农户家中收集垃

圾，并做二次分拣。

据悉，朱泾镇为避免源头“分得

勤”，终端“一锅端”的现象发生，已新

增湿垃圾装运车。目前，从 3 个村收

集到的所有湿垃圾全部由这辆湿垃

圾专用车运送至镇垃圾压缩站进行

资源化处理。

为了保证此次垃圾分类试点工

作取得实效，朱泾镇对 3 个试点村采

取“分轨”运行。其中，大茫村试行第

三方服务模式，新泾村、待泾村试行

自主管理模式，在试点过程中，将对

两种模式的运行过程和最终效果进

行“对帧式”比较，去劣择优，逐步形

成一套具有借鉴性，可复制、可推广

的长效模式。

同时，各村委会在新规新制的基

础上，还结合本村实际，灵活运用奖

惩制度，对一户一埭开展季度、半年、

年度评比。通过一张红黑榜、一面流

动小红旗、一块清洁之家标牌，为做

得好的村户“贴红花”，给还需努力的

村户“拧发条”，使村民真正从“推着

动”变成“推动者”。通讯员 殷洁如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

称山阳镇碧海云居的部分居民

私自将门前的公共绿地圈起来

种菜，破坏小区绿化景观。

随后，记者前往碧海云居，

在 213 号楼的南面看到，楼前公

共绿地上种有辣椒、小葱等各种

农作物，这一排不少一楼住户还

私自将花园进行了扩建，侵占部

分公共绿地用来种植丝瓜、豇豆

等。“从2008年，居民陆续搬入小

区时，这个问题就开始出现，因

为这一排大多是动迁安置居民，

从农村搬过来的他们还没改变

这种劳作的习惯。”海云居委会

工作人员沈姗英介绍道。

对于这种行为，居委会和物

业也先后多次对居民进行劝说，

并把种菜区域进行整改，重新种

上绿化，但居民并不配合，种菜

现象仍是屡禁不绝。“我们还尝

试过打药水和除草剂不让蔬菜

生长，但是也没有用，他们翻土

后又种上了蔬菜。”上海海尚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经理朱蓉

芬无奈地说。

目前，针对这一情况，居委

会和物业工作人员打算近期内

再次进行整改。“我们准备这几

天，把公共绿地里种的蔬菜全部

拔掉，并把绿化补种上去。”朱蓉

芬告诉记者。同时，居委会和物

业工作人员还将加强对居民的

教育工作。 记者 罗迎春 朱磊

本报讯（记者 朱林 冯秋萍）近日，

上海警方经缜密侦查，成功捣毁一通过

变卖假钻戒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

犯罪嫌疑人4名，涉案价值10余万元。

9 月 3 日，金山公安分局蒙山路派

出所接到辖区一黄金回收店老板陈某

报案，称被人用假钻骗掉 2 万余元。陈

某告诉民警，当天下午 2 点左右，有一

女子拿着一枚 1 克拉的钻戒到店里，还

有一张 7.6万元的银楼票据及钻石鉴定

证书。该女子自称因其男友出轨，所以

不想再看到这枚钻戒，可以便宜出售。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陈某以三折的

价格回收了这枚钻戒。该名女子离店

后，陈某又仔细查看了钻戒和发票证

书，感觉有点不对劲，回想刚才该名女

子急于离店且神色慌张。陈某赶紧拨

打社区民警的电话。民警接报后，立即

开展调查并在该嫌疑女子准备乘车离

开石化地区时将其截获。

经审查，嫌疑女子张某交代了其是

一名业务员，受雇于“郭总”，专门负责

变卖假钻戒。“郭总”每月发放给她6000
元食宿费和 5%的诈骗提成。8 月 30
日，郭总快递寄给了她十枚假钻戒及配

套的假银楼发票、钻石鉴定证书。事

后，张某窜至上海金山、浙江宁波等地，

以和男友分手、离婚等理由变卖钻戒实

施诈骗。

根据张某的交代，金山警方于 9 月

5日、12日，分别在江苏省昆山市、上海

市长宁区抓获嫌疑人郭某、李某、王某

等三人，同时缴获了一批假钻戒以及银

行卡、打印机、假公章、珠宝品牌假发票

和证书等作案工具。

经审讯，郭某等三人分别交代了自

今年 8月以来在上海、浙江、江西等地，

以变卖假钻戒方式诈骗作案 20 余起，

案值1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

目前，4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

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

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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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甘力心
唐屹超）近日，记者从菜场了

解到，菜价不升反降，像小青

菜、鸡毛菜等绿叶菜价格比

8月份普遍有所下跌。

9 月 18 日上午，记者在

石化辰凯农贸市场看到，随

着杭白菜、蓬蒿等秋季蔬菜

陆续上市，绿叶菜已经成为

每个摊位前的主角，来挑选

的市民络绎不绝。新上市的

马兰头、草头、蓬蒿菜价格在

7至 8元之间，最便宜的小青

菜、空心菜，现在都从 5 元降

到 4 元左右。而前段时间较

贵的鸡毛菜也降到5元。

除了绿叶菜以外，茄子、

黄瓜等茄果类价格趋于平

稳，在 4 元左右。据业内人

士分析，虽然即将迎来中秋、

国庆双节，但是由于秋菜陆

续上市，预计菜价并不会出

现大幅度上涨。蔬菜价格略

有回落，猪肉价格却是一路

看涨，原来一斤 15 元的猪

肉，现在已经涨到一斤 20
元。“目前猪肉价格涨幅太

大，很多人都不能接受，所以

现在买猪肉的人并不多。”一

名摊主告诉记者。

朱泾镇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让村民从“推着动”变成“推动者”

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一假钻诈骗团伙

农村垃圾四分类大茫村宣传点农村垃圾四分类大茫村宣传点

休渔期结束
海鲜价格上涨品质优

本报讯（记者 甘力心 唐屹超）
近日，长达四个半月的休渔期结束，

金山嘴渔村码头上又出现了捕捞渔

船归来的身影。

由于今年海边施工，近海捕捞的

渔船大量减少，本地海鲜产量随之减

少，许多海鲜都需要从远处运来，价格

也比去年同期有所上涨。虽然海鲜价

格有所上涨，但海鲜的品质都较好。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的海鲜以鲳

鱼、板刷鱼、梭子蟹为主，后续梅子

鱼、小黄鱼等小网海鲜还将陆续大量

上市，随着更多渔船归来，海鲜价格

将略有回落。

近日，2018上海市民文化节石化街道“社区日”活动在辖区文体服务中心举办。现场，诗词朗诵、古代轶事述

说、成语典故解析和生活情境小故事等比赛陆续举行。此外，现场还安排了麦秆画展示教学、礼赞四十年—庆祝改

革开放四十年邮展、点心制作等活动。

据了解，本次“社区日”活动以上海金山乡村艺术节为契机，围绕“文化让市民更美好”为宗旨，推动基层文化发

展，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 记者 武云卿 杨季峰/文 张鹏远/图

石化街道“社区日”活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