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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2017年度征兵工作会议举行

小学生进警营体验交警工作

本区运动员全运会夺金

■本报记者 张燕丽

“刘阿姨，侬看呀，礼拜五有评弹专场，阿拉一道去听好
伐？”在曲阳路街道银联小区内，两位阿姨正对着一个外形似
超大版手机的电子屏幕不停“触摸”。这个“大家伙”叫做“便
民智能触摸屏”。除了便民智能屏，曲阳路街道还推出了一
款手机App，居民们通过这款App可以直观了解政策情况和
办事细节，通过地图定位联动社区服务场所，也可以一键预
约居委会咨询办事。

近日，便民智能屏和手机App组成的“品智曲阳”社区信
息服务平台正式发布。

一社区一方案 老少兼顾都能用

前段时间天气炎热，年近古稀的陈阿姨几乎足不出户，
连她最喜欢兜的菜场都不去了，但基本上每天四点左右，她
都要去一次小区对面的市民驿站。上班族安先生和妻子每
天早出晚归，下班到家至少七八点钟，即使菜场离家不远，工
作日也根本没时间去买菜。但近来下班后，他也要顺路去一
次市民驿站。

其实，陈阿姨和安先生都是去市民驿站拿菜的。银联花
园小区的很多居民自从发现了便民智能触摸屏中内置的“三
角地微菜场”功能之后，就再也不去跑菜场了。居民只要输

入自己的账号，选择想购买的菜品，就可以坐等送菜上门或
去市民驿站取菜。此外，通过智能屏，居民还可以查询食品
来源。

在银联花园小区，像陈阿姨这样把智能触摸屏使用得如
此熟练的老人不在少数。为了方便老年人使用，每个智能触
摸屏都配备了一支手写笔和一块手写板。“我们街道现有老年
人口占总人口的37.39%，这些现代化的设备推出来之后，我们
希望老年人也能享受到其中的便利。”曲阳街道工作人员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便民智能触摸屏内设置了八大内
容板块，包含时政新闻、交通出行、街居服务、便民服务、文化
中心、健康驿站和食为天下。

别看每块智能屏长得都一样，里面设置的板块也相近，
但事实上采取的是“一小区一方案”。曲阳路街道工作人员
介绍，根据各小区所在地理位置，整合小区周边交通、餐饮、
购物、学校、银行等各项服务资源和信息，提供内置公共服务
地图、小区地图，加上街道“五中心、市民驿站、派出所、居委
会”等公共服务点的介绍，可以说既有共性又充满个性。

未来，智能触摸屏将在曲阳路街道 24个居委逐渐安装
并最终实现全覆盖。

链入便民资源 社区事掌上办

因为换了工作，来自湖北的小周自今年 7月起租住在

银联花园小区。他想找居委会咨询变更居住证信息的事
项，却不知道这里属于哪个居委会。无意中，他发现了放
置在小区入口处的便民智能触摸屏，“我随手点开了‘街居
服务’，就看到了居委会的信息，办公地址、办公时间、工作
人员姓名、联系电话等，特别全面。”

之后，小周通过电话向居委会咨询了相关事项，并在
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介绍下，在自己的手机中下载了“品智
曲阳”App。随后，他在这个App中的“全岗通”页面下进行
了居委办事预约，顺利地完成了他想办理的手续。

手机App首发版本中，包含社区服务、全岗通、预约办
事、互动反馈、便民助手等功能，政策情况、办事细节等一
目了然，最为便民的要数一键预约居委会咨询办事。此次
首发的手机App为安卓版，适用于 IOS系统的版本也已提
交审核。

曲阳街道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还将探索对接区域内
“科、教、医、养”等资源和第三方服务，以实现预约家庭医
生、预约药房取药和预定就餐送餐等服务，并通过信息平
台进一步深化志愿者服务功能。此外，计划对接各类便民
软件，例如路况信息、交通卡充值查询、交通违章查询、婚
登预约等。逐步将APP打造成为融合“工作、休闲、娱乐、
生活、养老”等功能的一体化手机端智能服务平台。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日前，区2017年度征兵工作会
议在区机关大楼会议室举行。区委常委、副区长张伟出席
并讲话。

会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宣读了2016年度本市和本
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的表彰通报。获奖代表上
台领奖。随后，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总结去年征兵工作，
部署今年征兵工作任务。据了解，去年，本区出色地完成
了上海市、上海警备区赋予的征兵任务，实现了兵员总数
和大学生比例的“双超标”。今年，相关部门单位要继续开
拓进取，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征兵工作。

张伟表示，要坚持高端站位，切实把征兵工作作为改
革强军战略的大事来抓；要强化质量意识，努力在改革创
新中实现大学生征兵工作新跨越；要强化担当意识，切实
加强征兵工作的组织领导。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 8月 7日，
“70后”朱女士早早来到江湾医院新开
设的“二孩再生育门诊”，就如何备孕、
高龄产妇有何风险等问题向专家进行
咨询。她说：“相比网上那些真假难辨
的信息，权威专家的科学指导更令我感
到安心。”当天，江湾医院妇产科新诊疗
区同时启用，将为本区应对“二孩”生育
高峰提供有力的医疗保障。

记者在现场看到，新启用的妇产科
诊疗区位于医院门诊2楼，整合了妇科、
产科、胎心监护室及B超室等近10个功
能科室。相较于原来的诊疗区，面积增
加了近一倍，候诊环境也更加舒适。

针对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后，高龄产
妇增加来带的产科风险，江湾医院妇产
科在此次调整中特别增设了“二孩再生
育门诊”，通过为两孩家庭提供从孕前
到产后全方位的科学指导，降低“二孩”
高龄产妇的生育风险。

“从‘二孩’政策放开到现在，在我
们医院生‘二孩’的产妇增加了 20%”。
据江湾医院妇产科主任赵文霞介绍，在
这些追生“二孩”的产妇中，高龄人群占
比较大，由此带来的产科风险也水涨船
高。“高龄妊娠可能会引起高血压、糖尿
病、甲状腺功能异常、胎盘早剥等并发
症，严重的会危及产妇生命。”赵文霞建
议，高龄人群在追生“二孩”前，应前往
专业医院接受生育能力评估，避免在孕
期或生产时出现意外。

此外，医院还推出了“产检分时预
约”措施，减少产检孕妇的等候时间。

“我们会根据当天孕妇的数量和个人具
体情况，安排她们分不同时段过来做产
检。”医院产科主任崔芳告诉记者，自该
措施实施以来，做产检排长队的现象已
基本消失。

据悉，作为本区重点学科、市重点
专科，江湾医院妇产科近年来发展迅
速。目前，医院对异位妊娠的诊治水平
已达到全市先进。其中，由其建立的

“异位妊娠网络”十几年来已实现异位
妊娠引起的孕产妇零死亡。今年以来，

医院还通过新设LDR病房、盆地功能检测及康复治疗门诊
等措施，为保障母婴安全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本报讯 日前，39岁老将胡斌渊在天津全运会男子飞
碟双多向比赛中发挥出色，以73中的优异成绩为上海代表
团获得一枚金牌，这也是上海代表团全运会竞技项目的首
金。

作为本区输送的运动员，胡斌渊在1998年就获得了亚
运会冠军，多次获得世锦赛和世界杯总决赛亚军，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得男子飞碟双多向铜牌。

本报讯（通讯员 陈岚）众所周知，沪牌难拍。想要在上
海为爱车上沪牌，可能需要拍上几个月，甚至几年。在这样
的情况下，有人铤而走险，想要走“捷径”，购买所谓的部队

“沪牌”额度，不想被骗子骗走了12万元。
今年1月17日，金某打电话给被害人小陈，谎称自己在

部队内部有关系，可以弄到“额度单”，凭这个额度单就可以
去车管所领车牌，十分方便快捷，不用排队，不用拍牌。当时
小陈自己已经拍到了车牌，但是有三个朋友拍了很久还没有
拍到车牌，他就有些心动，仗义的小陈想帮朋友解决这个问
题。金某告诉小陈，一张车牌额度单价值8万5千元，辛苦费
5千元，凭额度单去领车牌，无需另外付钱。

小陈当即决定向金某购买所谓的“额度单”。金某提出

要收取4万元每张的定金。之后的两天内，小陈陆续往金某
提供的支付宝和银行卡账号内转了 12万元，并约定在 2月
15日搞定三张车牌。到了2月8日，金某又称由于部队内部
车牌要分两批，小陈的三张车牌要等到2月27日才能拿到。
金某的借口让小陈产生了警觉，觉得这里面有问题，这么一
直拖下去可能是被骗了，于是前往派出所报案。

金某到案后供述，能弄到“额度单”的事是他自己捏造
的，也没有什么部队内部熟人。当时他的女友怀孕，要产检、
要买营养品，一系列日常开销都需要花钱。他15年失业后，
一直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从别处了解到小陈有拍牌需求
时，就想骗一点钱周转一下。

近日，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金某提起了公诉。

走“捷径”购沪牌却被骗掉12万
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本报记者 张雯珵

8月8日是第九个全国“全民健身
日”。当天，本市共有540余处体育场
地、设施向市民免费开放。本区还组
织开展了广场舞比赛、游泳比赛、钓鱼
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鼓
励市民多运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主会场：专家定制运动方案

今年本区“全民健身日”活动的主
会场设在鲁迅公园南门广场。一大
早，来自区疾控中心、上海体育学院的
体医专家团队就为市民带来了科学健
身指导，提供慢性病防治、运动与营养
等咨询服务。同时，由专业公司在现
场开展急救技能普及，骨密度、跑者足
压测评等测试，并开具运动建议方案。

舞台上，“太平洋保险杯”上海市
第三届广场舞大赛虹口区街道初赛也
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来自曲
阳、江湾和广中等社区的三十余支健
身团队相继登台，随着音乐一较高
下。由于初赛排名前三的队伍将有机
会晋级区级复赛，阿姨爷叔们个个都
铆足了劲。不少参赛者都表示，广场
舞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认识一群志
同道合的朋友、融洽邻里关系。

分会场：动静结合皆养生

除了主会场人气爆棚，本区还在
游泳学校、和平公园等场所组织开展
了全民健身活动。

在虹口游泳学校，上海城市业余
联赛虹口区游泳比赛如火如荼地进
行，300余位游泳爱好者齐聚一堂，浪
里畅游一决高下。本次比赛按年龄分
为少儿、青少年、青年、中年、成年共计
五个组别，设有25米蛙泳、自由泳、50
米和 100 米蛙泳、自由泳、仰泳等项
目。记者注意到，现场有不少从小就
学习游泳的孩子。今年9岁的陈馨娇
和成馨妍是一对双胞胎，练了三年多
的游泳，她们刚分别获得了青少年组
50米自由泳（1至 2年级）的冠亚军。
陈馨娇表示，喜欢游泳是因为这项运
动既能消暑又能锻炼身体。

在众多体育项目中，钓鱼运动以
一“静”字而显得别具一格。上海城市
业余联赛虹口区垂钓展示活动设在和
平公园。一汪碧池周围聚集了百余位
垂钓爱好者，他们都专注地看着鱼竿变化，静待鱼儿上
钩。63岁的桂老伯是一位资深垂钓爱好者，早上六点就来
钓鱼了。他表示，自己从小喜欢钓鱼，这项运动就是要锻
炼心静，不能急性子。52岁的裴国富是大家公认的钓鱼高
手，曾代表虹口参加过市级钓鱼比赛，连续三年夺冠。他
是一名邮递员，自十年前喜欢上钓鱼运动后，裴国富晚上
上班，白天除了休息就是钓鱼。他表示，现在每周最起码
要钓两三次鱼，参加这项运动主要就是修身养性。

系列建设：将运动送到身边

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本区积极组织举办
2017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例如易跑?球迷跑、“中行杯”梦想
成真公益健步行、“乒协杯”比赛、篮球3对3比赛、“爱在每
步”亲自健身跑等。此外，本区还制定了体质监测和干预工
作计划，结合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的“万步有约”职业人群
健走激励大奖赛，开展虹口区职业人群步行运动干预活动，
探索构建适合职业人群的长效慢性病防控机制。

为了进一步在社区营造浓郁的全民健身氛围，本区还
积极推进“市民系列”建设工作，具体包括市民健身步道、
益智健身苑点和社区市民健身活动中心。目前，本区正在
建设3条社区健身步道，覆盖凉城新村街道锦二小区、广中
路街道花园城小区、江湾镇街道胜利居委。同时，曲阳、广
中和凉城 3个社区市民健身活动中心也在建设中。此外，
11个益智健身苑点也有望于年内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季佳珺）日前，虹口交警支队举办警
营开放日，让小学生们通过参观，了解交警叔叔们忙碌的
一天。

警营开放日活动中，民警为小学生们介绍了警车内
的警用装备，并带领同学们参观了路面监控指挥室、民警
接待窗口等场所，并举办了一场交通安全知识讲座。

据了解，虹口交警支队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警营开放
日活动，邀请小朋友进警营参观学习，也把交通安全知识
带给他们。

图为警营开放日现场 徐易栋 摄

“秋老虎”依旧威风仍需预防中暑
一、中暑有哪些症状？
轻症中暑：头晕、头疼、面色潮红、口渴、大量出汗、

全身乏力、心悸、脉搏快速、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
等。

重症中暑：痉挛、高热昏厥、昏迷、虚脱或休克，严
重的会引起死亡。

二、哪些人更容易中暑？
老年人、婴幼儿和儿童、慢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患

者、从事户外工作及户外体育运动者。
三、如何预防中暑？
1.及时补充水分。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时才喝

水；高温天避免喝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大量出汗
后应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

2.待在凉爽的环境里。尽量呆在有空调的室内；
如家里没有空调，可以借助商场等公共场所避暑。

3.外出注意防护。避开正午时段外出；穿浅色宽
松的衣服；可使用遮阳帽、遮阳伞、墨镜、防晒霜等。

4.适当减少高温户外锻炼。锻炼时不要马上进行
激烈运动，应逐渐增加强度。当感觉到头晕、心跳加
重、胸闷、憋气时，停止一切活动，到凉爽通风处休息。

5.结伴行动。需在高温下工作时，同事间应留意
彼此的健康状况，避免长时间滞留于高温、高湿、密闭
环境中；如发现有中暑的迹象，要及时采取措施。

6.注意饮食及休息。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
菜；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睡眠。

7.关心独居老人。高温天请与独居的亲朋或邻居
保持联系，确保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

8.不要将儿童、老人独自留在关闭的汽车中；当停
好车辆准备离开时，请确认随行的所有人都已经下车。

四、发生中暑时应对措施
立即撤离高温环境，移至阴凉通风处静卧休息、降

温、补水。可饮用淡盐水、绿豆汤、运动饮料等进行补
水。对于重症中暑病人，应立即拨打120，同时迅速给
病人降温。

迅速降温方法：
将病人放在凉水下淋浴或浸泡在浴缸的凉水

里；用凉水擦拭病人的身体；凉湿毛巾或冰袋冷敷头
部、腋下及大腿根部。如病人发生不自主的抽搐，不
要在病人的嘴里放任何东西，不要给病人喝水。如
发生呕吐，请翻
转 病 人 使 其 侧
躺，以确保其呼
吸道通畅。

曲阳路街道“品智曲阳”社区信息服务平台发布

动动手指社区服务轻松享

（上接▶1版）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这些河底淤泥在
河道里影响水质，但其自身属于腐质土，含有大量营养物
质，只要处理得当，就可用于栽培绿化植物。如此，原本让
人生厌的淤泥变成可用的绿化植物用土，一举两得。”

为保证这些淤泥被及时运到卸泥点，中心和施工单位
专门制定了运输计划，先用 0.35立方米抓斗式挖泥船将淤
泥装到 20吨运泥驳船上，由运泥驳船转运至蕰藻浜西泗塘

闸外，再用0.75立方米抓斗式挖泥船将泥装到280吨运泥船
上，最后运至卸泥点，日均总运泥量达2000吨以上。虹口河
道中的淤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变废为宝”的。

记者从区建管委了解到，不单是这两条黑臭河道，整个
虹口港水系（包括江湾市河、南泗塘、俞泾浦、沙泾港）的清
淤疏浚工作都已完工，累计疏浚长度约16.5公里，疏浚土方
量14.9万立方，有效减少了河道底泥污染对水质的影响。

（上接▶1版）达到了垃圾全封闭的要求。
在一些老旧小区里，绿化是“老大难”问题。随着人们

对绿化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改善老旧小区绿化基
础弱，给居民们营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空间，也成了“美丽
家园”项目探索的内容之一。八一小区内，绿化区块进行
了重新规划，通过调整部分区域的绿化面积，加上成品花
箱、垂直绿化等方法，小区内的绿化环境焕然一新。居民
们还拥有了绿荫掩映下的专属健身场地。“在小区里就能
散步、锻炼身体，不用特意跑到公园去了！”居民聂老伯乐
呵呵地说。

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美丽家园”专项工作

主要涉及道路侧石修补、楼道粉刷、绿化调整补种、防盗门
整修、停车划线、部分道路放宽等。该项工作对硬件基础差
的小区进行清单化的“全项目改造”，对硬件基础好的小区
进行点单式的“拾遗补缺”，通过整治进一步提升小区功能，
为住宅小区的长效管理夯实基础。

目前，峰茂大厦、林云小区、大连路975弄、丰二小区、益
海小区等已率先完成“美丽家园”整治工作，另有近十个老
旧小区成为今年下半年的重点整治小区。预计到今年年底
前，本区将完成 60万平方米的“美丽家园”综合整治项目；

“十三五”期间，将有300万平方米住宅小区通过“美丽家园”
专项整治迎来“第二春”。

为有源头“活水”来——本区黑臭河道综合治理之清淤疏浚篇

60万平方米老公房迎来“第二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