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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滩“工人先锋号”综合保洁队创新工作方法

■本报记者

张燕丽

35 度、36 度、37 度！7 月 12 日，
“ 三伏”
第一天，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了今夏首个高
温橙色预警信号。下午 1 点半，正是太阳最
毒辣的时候，环卫工人伍兴贵穿上工作服，
套上印有
“工人先锋号”字样的橙色马夹，他
的工作在一天最热的时候开始了。与此同
时，在北外滩的各路段，还有数十位环卫工
人和伍兴贵一样顶着烈日清扫路面。
他们，都是上海东虹环境保洁有限公司
北外滩
“工人先锋号”队伍的成员。

每天扮靓滨江却没好好逛过

一份平凡但却不简单的工作

虹口﹃党的诞生地﹄红色文艺经典诵读活动圆满举行

传承红色文艺血脉 展现当代青春风采

“扫地多简单的事情啊！我能不会？”未
入行时，张龙高和许多人一样，把环卫保洁
工作看做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可第一天
上班，他就吃了苦头——才扫了几个小时，
就感觉胳膊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
“后来，
带
我的师傅传授给我一些技巧，
比如大扫帚的
柄要架在肘窝上。”如今，
张龙高在岗位上越
干越出色，从原先做小生意的“小老板”，变
成了北外滩
“工人先锋号”成员，
对于这份集
体荣誉，
他很是珍惜。
而要守住荣誉，
在工作上没有创新可不
行。露天环境的保洁其实也是一门综合了管
理、人力资源统筹的技术活。 下转▶2 版

本报讯 “明天，
被压迫的民族要独立
地站起来了，要赤裸裸地和帝国主义对立
着而举起革命的武器！”来自上海师范大学
的陈同学正在慷慨激昂地朗诵左翼文学作
家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选段，现
场观众无不沉浸其中。7 月 14 日，由区委
宣传部、团区委主办的“党的诞生地”红色
文艺经典诵读活动在中共四大纪念馆（海
派文化中心）景云厅举行，团市委副书记丁
波等出席活动。
现场演绎的 8 个文学作品，
大多数是鲁
迅、瞿秋白、殷夫、柔石等作家在虹口创作
的。舞台上，
同学们发挥自身专业优势，
诠
释了 8 位作家的民族情怀，
展现了红色文学
的独特魅力。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同学
以耳目一新的双语朗诵，演绎了中德版本
的《浮士德》与中俄版本的《别了，哥哥》。
此外，同学们还以话剧演绎、乐器伴奏、情
景对话等丰富形式，声情并茂地为观众们
展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貌图景。
作为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的重
点区，
虹口被誉为
“先进文化的策源地”，具
有极强的红色文艺血脉和文化基因。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
白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先驱，
汇聚到上海，
居
住在虹口，
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白色
恐怖中探索适合工农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文
艺大众化道路，创作了诸多反映底层群众
生活、唤醒广大国民的觉醒和斗争，以及歌
颂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一系列
文艺作品。这些红色文学以其独特魅力穿
越时空，
历久弥新，在当代青年人心中引起
情感共鸣。
本次
“党的诞生地”红色文艺经典诵读
活动是今年虹口区
“党的诞生地”主题系列
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力图从上海青年大
学生的新视角、新思路与新感悟出发，
为虹
口红色文化传承注入新活力，进一步彰显
虹口作为党的红色文艺源头的主体地位。
下一步，虹口区将继续依托丰富的红色文
化资源，
充分发挥青年学生、企业白领的热
情与才情，深挖虹口红色文化的宝贵精神
与时代意义，
进一步传承红色传统、红色基
因，增强对虹口红色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
感，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深入服务企业 促进企业发展
区政协举行发展专题协商议政会

2017 年度“区长质量奖”评选结果揭晓

“卓越绩效体系”助推企业实现高标准管理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一家民营企业如何在竞争激烈
的建筑行业内站稳脚跟，甚至连年获得“鲁班奖”
“ 白玉兰
奖”等省部级质量荣誉？上海森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王铭豪说，
是实施
“卓越质量管理”成就了企业今天的发展。
日前，本区 2017 年度“区长质量奖”评选结果揭晓，上
海森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摘得了该项荣誉。同时，上海盈
思佳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吕翠峰获“2017 年度区长质量
奖”个人奖；上海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园林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上海园林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李嫔分获组织
和个人提名奖。
引导和激励企业建立并实施卓越质量管理体系，以加
快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是本区创设“区长质量奖”的初衷。
自 2013 年首次颁出“区长质量奖”以来，虹口已先后有 4 家
企业及个人获此殊荣。
上海德律风物业有限公司是首届
“区长质量奖”获奖企
业。早在 1999 年，企业就已经逐步建立及实施 ISO90012008、ISO9001-2004、GB/T28001-2001 质量、环境和职业健
康安全体系，并通过引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运用 PDCA 的

思想和卓越管理的理念，指导企业质量工作的各个环节。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如今，企业在质量方面已颇有成就，曾
先后斩获“QEO 管理体系认证”
“上海名牌”
“上海市质量管
理奖”以及“上海市质量金奖”等一系列含金量颇高的质量
荣誉奖项。
此次获得 2017 年度“区长质量奖”的上海森信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同样也已开展了多年“卓越绩效管理体系”建
设。
“
‘卓越绩效模式’
是当前国际上广泛认同的一种组织综
合绩效管理的方法和工具。”区市场监管相关科室负责人告
诉记者，
企业一旦实施了这一管理模式，
可根据标准集成的
质量管理理念和方法，
对日常管理业绩进行评价，
并最终帮
助企业实现从成功迈向卓越的蜕变。
据悉，
“区长质量奖”为年度奖，
是本区在质量管理领域
的最高荣誉。每年获奖的
“组织”和
“个人”原则上均不超过
1 个，
“组织”和“个人”提名奖名额均不超过 3 个。而为了更
符合虹口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年内，本区或将对《虹口区区
长质量奖管理办法》进行重新修订。
“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
通过实施
‘卓越绩效管理体系’
成就新发展。”

点亮明灯让流动党员找到“家”
——记上海灯具城党总支
■本报记者

代表

“师傅，请问一下，
滨江步道怎么走啊？”
两位路人向正在擦拭废物箱的伍兴贵问
路。自从虹口滨江向市民开放以来，
伍兴贵
在工作时总会遇到许多问路的市民和游客。
每天在距离滨江步道咫尺之遥的路段
劳作，伍兴贵却至今一次都没有去走过。他
说：
“公司让我们每完成一项工作后可以休
息 20 分钟，但身上穿着这套制服，哪怕是休
息时间，我觉得也不能离岗。”
其实，对北外滩工人先锋号的环卫工人
们来说，责任感不仅是不离岗，而且还意味
着更多承担。北外滩地区既有商务楼、高端
酒店，也有老弄堂、老房子，环境的多元化，
给保洁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再加上虹口
滨江向市民开放后大人流带来的保洁压力，
以及本区正在开展的“国家卫生城区复审、
市文明城区创建复评”工作，给北外滩地区

的保洁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只讲
究表面粗浅的整洁度，细节不到位，怎能与
滨江地区的发展相匹配？
于是，一套“高标准”的管理方式出台
了。区绿化市容局和东虹公司共同制定实
施“环卫保洁责任区新型作业法”。该作业
法将北外滩“工人先锋号”综合保洁队负责
清扫的 1.68 平方公里划分为 43 个责任区，
每个责任区配备早班、中班各一名工人，采
取“1+X”保洁模式。
“1”是指人工清扫、冲
洗；
“X”则为增加项目。不要小看这个“X”
项目，
这就意味着公交候车站座椅、指示牌、
邮筒等原本不属于环卫包干的
“细节”目标，
都要环卫工人管起来。
从事环卫工作已有 15 年的仵梅英告诉
记者，
新型作业法实施后，
自己的工作量确实
有所增加，
“原先只要把道路扫干净，
现在如
果看见消防栓脏了，
我们也要擦的。”但每次
听见路上的行人感叹
“上海真干净”时，
仵梅
英觉得特别高兴，
她说：
“我做的工作大家都
看得见，
而且获得了肯定，
心里觉得很值得！
”

上海公安系统英模先进事迹报告团

晨曦中，他们陪北外滩一起迎来崭新的一天；夜幕里，他们与北外滩一起静看万家
灯火……每天清晨 5 点到晚上 10 点半，在北外滩沿线，
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你也许曾
和他们擦肩而过，却从未注意过他们。而你眼前的虹口滨江能如此整洁美丽，
正是出自
他们的辛勤劳作。

公安虹口分局英模及立功集体

“城市美容师”
守护滨江之美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7 月 14 日，
区委书记吴信宝，
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赵
永峰在区机关大楼贵宾室会见了上海公
安系统英雄模范先进事迹报告团和公安
虹口分局英模及立功集体代表。
吴信宝、赵永峰同报告团成员和虹
口公安英模代表亲切握手，
代表区委、区
政府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
贺，向长期战斗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城市
公共安全一线的公安民警表示慰问。
吴信宝说，当前,虹口区按照市委、
市政府对虹口提出的实现高水平高品质
发展的要求，围绕区第十次党代会确立
的“实施高标准管理、实现高水平发展、
打造高品质生活”主题，
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经济社会发展健康平稳、亮点纷呈。
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全区公安民警
的心血和汗水。虹口作为市中心的老城
区，人口密度高，老龄化程度高，二级旧
里也不少，社会治安任务依然繁重。要
继续保持警民同心，
严格依法管理，
为维
护社会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
强有力的保障。
区领导吴强、竺晓忠、张清参加会
见。
又讯 7 月 14 日，上海公安系统英
雄模范先进事迹报告团虹口专场报告会
在区机关大楼会议室举行，
区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竺晓忠出席报告会。副区长、
公安虹口分局局长张清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上，公安虹口分局刑侦支队
缉毒队民警王君毅、经侦总队一支队探
长林植、特警总队防暴突击二支队副大
队长王春军、普陀分局甘泉路派出所社
区民警周序香、静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
唐立宏五位英模用生动的语言和鲜活的
事例，
为大家献上了一场饱含深情、精彩
纷呈的报告，
展现了人民公安忠诚履职、
英勇无畏的英雄本色和爱民情怀。

区领导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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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就在你身边”承诺墙、
“共产党员示范岗”铜牌……
在灯具城的商户们眼里，这些党建元素出现在琳琅满目的商
场中，自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魅力，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承
诺。

接流动党员
“回娘家”
上海灯具城是国内最早的大型灯具市场之一。目前，灯
具城内共有商户 100 多家，其中一部分商户还有着另外一重
身份——共产党员。但由于商户流动性较大，常常导致这些
党员商户们
“游离”于组织之外。
为帮助这些流动党员解决这个问题，灯具城于 2014 年 9
月将原商户党支部更名为“上海灯具城联合党支部”，并安排
人员主动上门了解情况，与广中路街道携手帮他们重回组织
的怀抱。截至目前，联合支部共有党员 26 人，书记由灯具城
党总支副书记兼任，接受灯具城党总支和广中路街道社区党

委的双重领导。
“联合支部的同志当初来店里找我时，心里就觉得好像
是‘娘家’来人接我了一样，终于又可以‘回家’参加组织生活
而不是‘在外漂泊’了，感觉特别温暖。”已加入支部四年多的
俞叶风说。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
提起商户严朱富，联合支部的党员商户们无不竖起大拇
指表示佩服。这份佩服可不光在于严朱富会做生意，而是作
为一名党员商户，
他特别有爱心。
严朱富虽然今年已经 68 岁了，但只要没什么特殊原因，
他每月都会准时参加广中路街道的“为民服务日”活动，为前
来维修灯具的居民们提供免费服务。有一次，一位 80 多岁
的独居老大爷前来寻求帮助。原来，老人由于行动不便，无
法将悬挂在屋顶的灯管拆下带到现场，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请严朱富上门服务。结果，严朱富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爬
上爬下忙活了大半天，最终帮老人解决了难题。自那以后，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7 月 12 日，区政协举行深入服
务企业、促进企业发展专题协商议政会，区政协主席石宝
珍、副主席张强出席会议。副区长袁泉介绍了本区深化服
务企业促进企业发展相关工作情况。
石宝珍指出，
近年来，
虹口的民营企业发展迅猛，
民营企
业转型发展走在全市前列。虹口集聚了一批以专业服务业为
特征的民营企业，
为虹口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对
于今后工作，
石宝珍指出，
政府部门要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精
准化服务，
打造高标准服务企业的 2.0 版本；
政协委员要充分
利用自身资源为虹口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要围绕
“团
结、
高效、
勤奋、
廉洁”
的虹口机关精神，
政府部门要加强自身
建设，
提升服务社会、
服务企业、
服务群众的专业水平。
会前，委员们实地察看了区行政事务中心审批职能窗
口，
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大招商政策宣传力度、增强街道服务
企业的功能、加强对中小企业扶持力度、促进企业发展等建
言献策。

首家“社区食品安全科普站”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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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 与党同心
庆祝建党 96 周年系列报道
只要是到了“为民服务日”这天，无论是否有灯具需要维修，
老大爷都会像见老朋友一样出现在严朱富的摊位前，在他闲
时聊上几句。
作为一名有着 40 年党龄的老党员，严朱富一直在用自
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叫“一名党员，一面旗帜”。在他的影响
下，旁边几家灯具店的老板也都积极参与到“为民服务日”活
动中，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据了解，为积极发挥党员商户们的先锋带头作用，联合
支部特别要求党员商户们亮明身份，在商场大堂设立的“党
员就在你身边”承诺墙上公开自己的照片、商铺号、职务及服
务承诺等信息。此外，支部每年都组织评选“共产党员示范
岗”，并对获评商户给予奖励，激励广大群众向党员看齐，共
同营造良好的经营氛围。

满足党员多元化需求
对于今年 2 月份才加入联合支部的姚维瑜来说，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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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微信群，看看大家在交流哪些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