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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在微信朋友圈，常常会碰到为好

友投票助其进入某种优秀行列的

事。有的网选活动组织者规定，整个

评选过程只能投一次票。而有的却

设置了“每天只能投一次，可以在5天

或一周内天天投一次”的规定。

对于前者，大家往往都很乐意并

迅即投票，以表达对朋友在某些方面

做得较好的肯定和“入优”的支持，也

体现了与该朋友的一番情谊。对于

后者，许多人便觉得有点不爽，甚至

质疑组织者作这样规定是在考验投

票者对被投票人的“忠诚度”，或用当

前时髦语来说“看他们的关系到底

‘铁不铁’”。后者运用在“先进”的评

选上更是不可取，特别是不具有较大

社会性的“先进”。

对于优秀、先进的评选，被征求

意见者只要表达一次性的看法即可，

完全没有必要看其与被评选者的关

系“铁不铁”。因为这与被评选者到

底优秀不优秀、先进不先进是风马牛

的两码事。

以往评选优秀、先进，大都采用

“内部评议（或背对背、或面对面、或

两者结合）+在相关范围内进行一些

必要调查了解”的方法。这样虽需花

费一些时间，但组织上可以比较真实

地了解民情民意和相关人员的实际

表现，这样评选出来的优秀和先进才

令人心服口服，可亲、可敬、可学。

笔者以为，切不可以为网选比较

便捷，便什么样的评选都用网选来进

行。应该充分重视评选优秀、先进旨

在激发人们由衷钦敬优秀、先进并向

他们看齐、学习的初心。坚持实践证

明行之有效的“评优”“评先”传统做

法，在网络时代依然很有必要！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如此网选评优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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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枫泾镇亭枫公路6498
号，上海馨伟实业有限公司，
主要晚间从事镀铝膜、复合
编织布、彩印膜等生产，刺鼻
气味、噪声严重影响周边居
民生活，且该厂与居民住宅
区的卫生防护距离不满足相
关要求。

金山区上海城投环境（集团）
有限公司（前身上海市废弃
物处置公司）曾将大量生活
垃圾交由无资质单位直接掩
埋于松江泖港、金山朱泾枫
泾等黄浦江边河道两侧，污
染土壤及水源。

金山区廊下镇永光路1588
号，光明乳业有限公司，臭味
扰民，附近河里鱼虾死亡，怀
疑由于该公司偷排污水所
致。

位于金山区第二工业区的上
海大通会幕新型节能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废水长期排入
周边绿化带，废气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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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SH201907150040

X2SH201907150036

金山区枫泾工业区通过更换
工商名称保留多家已于2016
年列入关停名单的企业，接
收周边区域淘汰企业，该工
业区内多家企业存在无环
评、环评造假、违规生产、不
符合产业导向等现象。

金山区吕巷镇干巷社区，上
海沁农牧业有限公司，每日
早晚4—5点排放臭气；上海
慧嵘五金有限公司，排放废
气影响附近居民；上海吕巷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无环
评手续，油漆味扰民；上海久
真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晚间
偷拍废气；蓝科高新，喷漆喷
砂工艺，异味扰民；汉喜龙汽
配、上海干巷汽车镜（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慕峰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喷漆喷塑工
艺，废气扰民；上海市迪彬事
业有限公司、特冠实业（上
海）有限公司，废气扰民；麦
格纳汽车镜像公司，污染严
重。多次反映上述问题，至
今未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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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

式实施已半月有余，金山区的实施成

效到底如何，记者作了一番实地了

解？

这天上午 8 点，记者前往赞成红

树林小区的一角，一个全新安装的垃

圾投放亭映入眼帘，亭子内整齐摆放

着四个分类垃圾桶，整体环境整洁清

爽。亭子顶棚的设计也为前来投放

垃圾的居民提供遮阳挡雨功能。

居民杨阿姨告诉记者，出门前她

发现外面在下雨，本来担心会遇到投

放点污水横流、臭味熏天的情况，却

没想到，眼下的投放点远比她想象的

干净，“这个投放亭很不错，我有时候

看到有居民在路边乱丢，都会上去劝

阻，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也少了，大家

都很自觉。”

随着小区垃圾分类配套逐渐升

级，居民素质也日益提升，但部分实

施首日便存在的问题仍未彻底解

决。在梅州新村小区，多处垃圾分类

投放点的干垃圾桶中出现大量落

叶。原来，小区一名保洁人员误将落

叶当作干垃圾。好在听过分类知识

的细致科普后，该名保洁人员重新将

垃圾进行了正确分类。

在海辰馨苑小区，自从小区采取

定时定点垃圾投放后，部分居民为图

方便，将垃圾扔在小区外车站周边的

垃圾桶旁。环卫工人只得将这些垃

圾整理起来，分多次搬运至小区内的

投放点进行垃圾分类。

走进绿地玲珑寓，物业人员正在

对错误投放的垃圾进行再次整理。

该小区的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的认知

度较低，又缺少志愿者，错投情况较

多。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刚来上

海没几天，虽然很支持垃圾分类，但

是如何分类他还不是很熟练。

针对垃圾分类以来出现的诸多

问题及情况，区城管执法局也开展了

一系列检查行动，对我区企事业单

位、小区、商超等进行全面检查，并开

具整改单，希望能切实推动各项问题

及时解决。现在，越来越多单位、小

区在垃圾分类上“玩”出新花样，运用

多种创新方式进行改进和提升。

眼下，我区正集中智慧、咬紧牙

关，争取跑好这场特别的“长跑”的

“最先一公里”。为了让居民投放湿

垃圾时更规范、更卫生、更方便，各个

小区大开“脑洞”，找到适合的解决方

案。梅州新村等小区设置了迷你洗

手池、红树林等小区自制了简易的洗

手设备，而卫龙小区的物业独辟蹊

径，想出了一个“土办法”。居民们在

投放湿垃圾时，只要将垃圾袋靠上桶

内安装的一排锯齿，再轻轻一扯，湿

垃圾就实现了自动破袋，这样贴心的

“小改造”让居民们感到十分受用。

此外，吕巷镇夹漏村还创新五级

监管法，让村民，保洁员、志愿者、村

民小组长以及村委委员会相互监督、

层层检查。对于垃圾分类正确的居

民，还采用四级奖励制度，进一步激

发村民积极性。金山巴士公司主动

撤出部分线路公交车内的垃圾桶，并

在石化汽车站等各大公交枢纽站点

同步完成垃圾厢房的改造工作，助力

打造绿色公共空间。

垃圾分类是新习惯和新时尚逐

渐形成的过程，如何让居民真正“拎

得清”垃圾，既对城市治理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也是对市民文明习惯养

成的持久考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才实施半个月左右，这场“长

跑”才刚刚开始，如何让所有选手共

同加速完成这场“长跑”，我们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 记者 朱悦昕

金山实施《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半月余，效果优劣参半

跑好垃圾分类“最先一公里”

7月14日至15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生态环境问题两批，共6件（见下表）。

□边城
连日来，前往金山城市

沙滩消暑的游客激增，7 月

14 日这天，游客量近 2.2 万

人次。据悉，风靡全球的新

一 代 水 上 运 动 娱 乐 设 施

——乐湃水道登陆城市沙

滩，浮动水上趣味乐园和原

有碰碰船、水上自行车、快

艇、水上滚筒、海堤观光车

等海陆休闲娱乐项目，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

记者 庄毅 摄

“过去怕执法，
现在希望多来指导”

（上接第1版）
上海聚丰热镀锌有限公司也曾

是一家排放重金属的重点监管对象，

他们也尝到了提标改造环保设施的

甜头。2017 年，该公司痛定思痛，先

后投入 4000 余万元，对原有两条生

产线进行了全面整治，排污水平随之

达标，更顺利扩大了对环保守法水平

要求严苛的海外市场的影响力。以

某款新能源设备部件为例，由于2017
年以来的“环保信用”良好，产品已经

出口到日本、英国市场，且销售额保

持年均约 8%的增长。“过去怕执法，

现在希望执法人员多过来指导。”总

经理徐开贵说。

在严格执法的倒逼下，金山区涉

及重金属企业已整厂关停 4 家，现存

24家；重金属排放量占金山区涉及重

金属企业排放总量九成以上的电镀

企业，共有 157 条问题生产线被拆

除，保留的 104 条生产线已纳入工业

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

《解放日报》记者 陈玺撼

金山城市沙滩游客激增金山城市沙滩游客激增

新 时 尚

（上接第1版）赵卫星指出，要坚持即

知即改、立行立改，高标准、严要求抓

好环保问题的整改落实。要严格落实

企业环保责任，加大环保投入，提升技

术能级，助推打造优美生态环境。

在位于山阳镇的海辰馨苑，小区

内的垃圾房问题一直以来困扰着部

分居民。赵卫星实地察看了小区内

设置的临时垃圾房，详细询问了污水

排放等问题，并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赵卫星强调，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线

索，各单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落实

责任，第一时间研究、第一时间处理，

采取扎实有力的措施进行整改落实，

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随后，赵卫星一行还沿着山阳镇

的洙山路，对部分餐饮企业及机修车

间进行了随机走访，要求进一步规范

管理，全力排查安全、环保等风险隐

患，切实加大整改力度，不断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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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夏季，荷花盛开的时

节，金山这些地方的荷花也已悄然盛

开，市民可以前往观赏。

滨海公园
2019 年“荷花袭来，相约滨海”

荷花展如约而至，湖心岛两侧 500 多

平方米的塘栽荷花相继开放。今

年，公园内还布置了三大赏花景点：

公园入口处以心形花架为背景，用

盆栽荷花作为点缀，呈现别样风

情。银杏大道矿物角处以水墨画屏

障和白色草花搭配。主干道两旁也

摆放了不同组合的荷花，呈现多样

荷花美景。

据了解，此次荷花展共展出盆栽

荷花 410 盆。为满足游客赏荷纳凉

的游园需求，荷花展期间公园开放时

间是每天 5：00至 21：00，感兴趣的市

民可以前往免费参观欣赏。

地址：新城路16号

花开海上生态园
今年花开海上的睡莲有 20 多个

品种。粉牡丹、日出、科罗拉多、奥毛

斯特、万维莎……涵盖粉色、红色、粉

白色、深黄色等 7 个颜色。每一种颜

色，都适合浪漫的盛夏或远观或近

看，让人静下心来。

地址：朱泾镇待泾村秀泾6060号

金山新城前京绿地
在热闹的金山新城，藏了个世外

荷源。晨起薄雾的时候，这儿如同仙

境，飘渺间莲叶荷花隐隐。荷塘岸还

有咖啡小馆，看这满池荷花，盛夏的

炎热也就侵扰不了。

地址：金山新城前京大道绿地

荷风嬉鱼生态休闲园
荷风嬉鱼园内水波潋滟，绿荫环

绕，红莲碧荷，鹭飞鱼跃，可以坐在亭

台听风闻荷香，也可以蹲下看荷塘里

锦鲤嬉戏。

地址：枫泾镇朱枫公路 8258 弄

208号

廊下生态园
廊下生态园里的这几亩荷塘，掩

在依依杨柳幢幢民居间，一来便能嗅

到这独属夏天的味道。

地址：漕廊公路9133号

本报讯 （记者 熊雪寒 见习记

者 封健炜）近期阴雨绵绵，对市民的

“菜篮子”造成了一定影响。记者走

访我区菜场了解到，与前期相比，菜

价出现上浮，其中绿叶菜上涨 20%左

右。

在石化城区辰凯菜场，青菜从

3.5 元涨到 4.5 元，鸡毛菜从 3.5 元涨

到 5元，芹菜则从 3.5元涨至 4元。“我

今天买了芹菜、小青菜，发现菜价上

涨挺多的，我们的买菜成本增加了。”

一名市民说。

相比绿叶菜，茄果类价格则比较

平稳，维持在 5 至 6 元之间。摊主表

示，绿叶菜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连续

阴雨，蔬菜生长缓慢，市场供应减

少。接下来，即将进入“夏淡”，预计

菜价还会进一步上浮。

而受去年猪瘟影响，猪肉价格

也上涨了不少，小排、五花肉的价格

从原来的 14、15 元一斤涨到 20 元一

斤。

本报讯 （记者 熊雪寒 见习记

者 封健炜）每年 7 月是枣油桃成熟

的季节，眼下本地枣油桃开始采摘上

市。

在上海金贵枣油桃专业合作社

内，一颗颗外表油亮的枣油桃挂满枝

头，果实个头不大，桃尖鲜红，蒂部略

带青绿色，工作人员正在忙着采摘，

然后再进行包装售卖。“枣油桃是用

枣树和桃树的花相互授粉以后产生

的，所以它既有桃子的香甜味道，又

有冬枣的清爽甘甜，与普通桃子相

比，枣油桃肉质脆硬，口味独特。”上

海金贵枣油桃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钱

贵平介绍说。

据了解，枣油桃在常温下能保存

15 天，是普通桃子保质期的两倍，而

且富含维生素 C，营养丰富，有补益

气血、养阴生津的作用。“枣油桃口感

好，很适合在天热时食用，深受市民

喜爱，越来越多的客户前来购买。为

了保证供应，我们每年都在逐步增加

种植面积，今年我们将种植面积扩大

至 200 亩。其中，100 亩的桃子今年

上市，还有 100 亩的桃子明年上市。”

钱贵平说。

盛夏来临，色彩鲜艳、造型新

潮的儿童太阳镜成为家长们为孩

子添置的行头之一。金山区消保

委提醒广大家长，购买儿童太阳镜

时应注意看产品标识，产品必须有

吊牌或标签，并标明生产企业名

称、地址、生产许可证等生产企业

信息以及太阳镜产品名称、类别、

分类等产品信息。

其次，镜片颜色深浅要符合使

用目的。家长们在为儿童挑选太

阳镜时，不要盲目地认为镜片颜色

越深越好，深色镜片确实能有效遮

挡强光，但也会影响儿童对于光的

敏感度。长期佩戴深色镜片太阳

镜可能会造成儿童眼睛畏光，进而

对眼球发育和视力产生影响。此

外，儿童太阳镜颜色的深浅与防紫

外线能力也没有直接关系。家长

应根据儿童自身需要和佩戴环境

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日常遮阳

可以选择 2 类或 3 类的儿童太阳镜

产品，如果去往日照特别强烈的地

区，建议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使用

4 类儿童太阳镜。

再次，要仔细比较镜片质量。

挑选时，首先应注意观察太阳镜的

表面，好的镜片表面应清澈无瑕，

没有气泡和波纹。然后对着灯管

观察镜片，灯管在镜片表面的反光

应该均匀、平滑，如果物象扭曲变

形，说明镜片平整度和光滑度不

够 。 最 后 把 眼 镜 放 在 眼 前 15
厘米至 20 厘米左右距离，透过镜

片观察墙缝、地板接缝或其他直线

物体，移动眼镜，让眼睛从镜片不

同位置观察直线是否有弯曲或涌

动，如有异动，表示镜片可能有残

余度数，这种镜片戴久了容易头

晕。

最后，镜片不应造成周围环境

颜色失真。配戴太阳镜前，裸眼观

察红、绿、黄等颜色的物体，然后戴

上太阳镜，观察同样的物体，两次

观察的颜色不能偏色，否则会降低

识别交通信号灯的能力。选购彩

色镜片太阳镜时应特别注意此项

的鉴别。

三伏天，可谓是一年中最热的

时刻，也是火灾隐患危机四伏的时

刻。随着高温天气不断袭来，用电量

急剧攀升，各类消暑工具也需要适度

“降降温”。同时，市民要时刻警惕下

列这几类火灾。

电气火灾
随着三伏天的到来，空调、冰箱、

电扇等家电设备的用电量大量增加，

电气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电源绝缘

皮损坏造成短路，或电器的电动机受

潮使绝缘体强度降低，发生短路烧毁

电动机引发火灾。

汽车火灾
天气炎热，电源线路老化的汽车

易发生短路；汽车超负荷运载，发动

机温度升高，通风设备不好，发动机

油污不及时清洗，很容易引起汽车自

燃；还有一些车内放置香水、老花镜、

空气清新剂、打火机等易燃易爆品，

从而引发火灾。

建筑工地火灾
建筑工地易燃物品多，加上天气

炎热，没有消防安全意识，私拉电线，

对现场的氧气瓶、防火材料、油漆稀

料等易燃易爆物品管理不当，如果直

接放在高温下暴晒，未采取有效的遮

挡措施，没有设置通风阴凉地保存，

则易引起火灾事故。

危化品火灾
在炎热的天气条件下，如果消防

安全意识不强，化学危险品在生产、

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稍有疏忽就会酿

成火灾；所以一定要谨慎保管、使用

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

电动车火灾
近年来，电动车带给人们便捷的

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火灾隐患，电动

车因为充电不当引发火灾不在少数，

有些用户为图方便私拉乱接电线，不

按要求使用插线板，违规停放电动车

引发火灾。

儿童玩火引发火灾
孩子们好奇心非常强，总想对未

知的事物弄个究竟，要教育孩子不能

玩火，不要单独留孩子一个人在家。

打火机、火柴等物品要放在孩子够不

着的地方。

暑期档越来越热闹了，

国产大片持续上映，影迷们

可一饱眼福。

7 月 16 日上映的《未来

机器城》，画面清新而温暖，

动画场面精良，是一部具有

国际化制作水准的动画电

影。不仅动画效果一流，幕

后配音也是一大亮点，周星

驰御用配音师石班瑜一人

配六角，精彩程度不输电影

本身。

7 月暑期档最让人期待

的，就是明日上映的影片

《银河补习班》。该片由邓

超和俞白眉这对老搭档携

手执导，讲述了一对父子跨

越漫长时光收获爱与成长

的亲情故事。影片故事发

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浩

瀚太空，航天员意外失联，

生命最大的绝境中，他回忆

起自己那个最了不起的爸

爸，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影片

感动满满。

记者 杨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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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大赏荷地，美翻金山一整个夏天

连续阴雨“催”高菜价
绿叶菜上涨最为明显

金山本地枣油桃采摘上市40天加长版三伏天
这些火灾隐患一定要知道

儿童太阳镜选购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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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的葡萄熟了
连日来，金山各个葡萄种植基

地的夏黑、醉金香等早熟品种葡萄

开始大面积采摘。据了解，今年金

山共种植葡萄8900亩，品种包括夏

黑、醉金香、巨峰、巨玫瑰、金手指、

阳光玫瑰等，品质比去年略好。图

为在施泉葡萄生产基地，果农在采

摘应季的夏黑葡萄。

记者 庄毅 摄

枣油桃挂在枝头枣油桃挂在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