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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跑腿”少了 享受的服务多了
凉城新村街道第二片区市民驿站开放使用

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栏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栏（（3636））

地址地址：：长阳路长阳路197197号号 邮编邮编：：200082200082
电话总机电话总机：：6585899965858999 网址网址：：www.hkcdc.sh.cnwww.hkcdc.sh.cn

矿泉水的分类及水质要求

■本报记者 张燕丽

“蛮灵格！蛮灵格！阿拉两个人以后就到这里来！”上午
8点半，广凉居民区的夏老太、李阿姨步行不足10分钟，结伴
来到位于广灵四路的市民驿站，看到这里窗明几净的阅读
角、设施齐全的日间照料中心，俩人禁不住点头称好。

这个位于广灵四路 344号的市民驿站，总面积约 600平
方米，辐射广凉、广灵二、广水、水电、汶一及汶二六个居民
区。这是凉城新村街道建成开放的第二个片区市民驿站。

近在家门口 服务人人享

“好了！大家可以动手自己制作啦！”驿站里的儿童天地
活动教室内，一场亲子DIY活动正热火朝天进行着。一墙之
隔的儿童天地游艺场内，几位小朋友正沉浸在海洋球天地中
不亦乐乎。“这里不但有小孩子喜欢玩的，你看，那边还有很
多小朋友可以看的书。离家又近，我打算以后天天带我孙子
来。待在家里，他实在孤单啊！”听说市民驿站开放了，家住
广水居民区的秦阿姨带着孙子赶了过来。

市民驿站内的儿童天地是面向社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
公共活动场所，旨在为社区儿童打造玩乐空间和阅览空间。

当然，它的功能还不单单局限于此。街道通过引进“哆来咪”
艺术乐动服务项目，为社区 4—8岁儿童提供舞蹈艺术趣乐
课堂、音乐感知活动等，提高社区儿童艺术修养，丰富社区儿
童艺术生活。

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开心玩乐，老年人则能在驿站享受到
最贴心的照顾。驿站内开设的日间照料中心，由街道筹办，
委托福寿康居家康复护理机构运营管理。日间照料中心内
设置了共有 15张床位的日托休息室，和可以为老人提供基
础护理的康复室。此外，驿站内还提供助餐服务，为满足社
区内老人助餐需求，扩大助餐覆盖面，街道还委托社会专业
机构为日托老人及周边老人提供配餐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街道围绕“乐龄凉城”建设目标，聚焦社
区老人心理健康、精神文化、志愿活动等需求，通过购买社会
机构的“社区老人伴手礼”项目，将在市民驿站内为老人提供
艺术沙龙、兴趣课堂、志愿活动等个性化的专业服务。

提升社区服务 居民得实惠

除儿童天地、日间照料中心，驿站内党建服务分中心（群
团工作室）、网格管理站、就业服务工作站等也一应俱全。

为着力推进综合管理服务片区建设，凉城新村街道以凉

城路为纵轴、汶水路为横轴，把所辖区域划分为四个片区，计
划在每个片区开设一个市民驿站，打造立足片区、覆盖社区、
辐射居民区的“枢纽型”综合为民管理服务平台。各片区市
民驿站除服务社区老年群体、青少年及婴幼儿之外，还将满
足网格化管理、生活服务、群团活动三大功能。在这里，社区
居民能享受到一站式综合服务、一体化资源统筹、一网覆盖
的信息管理和一门式的受理评估。市民驿站将党建、民生、
社会力量、群众文化活动聚集一堂，让社区群众共享家门口
的公共服务资源。

截至目前，凉城新村街道已建成开放第一片区、第二片
区市民驿站。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我们把辖区划分为
四个片区，每一个片区分别开设一个市民驿站，目的是打造
社区‘15分钟综合管理服务圈和党建活力圈’，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市民驿站的开设，形成了一个扁平化综合管
理执法、开展区域化党建活动、解决群众“急、愁、难”问题的
一体化公共设施平台，提升了社区综合管理服务效能。今年
底，街道第三片区市民驿站也将向居民正式开放。

事实上，市民驿站是本区打造社区服务圈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全区已设置37个含100平方米管理站和800平方米
服务站的综合管理服务片区。

■通讯员 盛涤民

物业管理费收缴率达到百分
之一百，小区收入从亏损到盈余
15 万元，如此成绩发生在曲阳路
街道翰林苑小区。日前，在上海市
虹口“爱我家”社区服务社举行的
业委会主任沙龙上，翰林苑业委会
主任朱纪芳分享了小区的自治经
验。她笑言，这样的转变源于小区
大胆试水了物业管理薪酬制，业主
的钱袋子“捂紧”了，小区也越变越
好，。

改革试水物业“薪酬制”

位于曲阳社区上农二居民区
的翰林苑共有 87户住户。大楼建
成于 2002年，多年来，大楼设备逐
年老化，维修基金的储蓄消耗殆
尽，然而物业管理人员的报酬却有
增无减，由于资金入不敷出，大楼
物业公司难以维系运行，多家公司
如走马灯似地换了又换。

2012年，朱纪芳接掌翰林苑业
委会，她了解到，原先，业委会与物
业公司实行分成制，由物业向业主
收取物业费，包括停车费和公益性
所得，所收钱款存入物业账户，与
业委会按三七开分成。后来，随着
用工成本的上升，三七开慢慢变成
四六开，到了朱纪芳接手时，物业
仍称亏本，让朱纪芳萌生了改革的
念头。

2013年起，翰林苑开始实行薪
酬制，即小区所有收入，包括物业
费、停车费和公益性收入全额交业
委会，业委会向物业公司购买服
务，物业日常开销、员工薪水皆由
业委会支付。

这样一来，每笔物业的开支，
都需要小区业委会审核认可，物业
不能随意花业主的钱，杜绝了一些
物业在成本上打算盘、钻空子、不
干事的恶性循环。一次，物业人员将半天加班写成一天，
朱纪芳也火眼金睛地当即纠正。

维修基金四年涨了15万
实行薪酬制后，翰林苑业委会五名委员中专设一位

财务，收入支出一季一报表，账目半年公布一次。在业委
会严格的“管账”下，四年来，翰林苑的维修基金分文未
动，还增加了 15万。

管账那么严，小区服务如何？业委会自有分寸。大
楼房顶水泥开裂长期积水，朱纪芳请来专业人员，采取多
层防水工艺，彻底解决问题。电梯钢丝绳出现险情需调
换，一下用去 4万多。冬天，保安值守场所冷风飕飕，业委
会联合物业对工作室采取封闭措施，改善了工作环境，还
为物业人员买了保险；每年春节召开业主和物业人员座
谈会，业委会对表现好的物业人员送上红包。

该“抠门”的时候，业委会也不含糊。施工中，业委会
主任朱纪芳带尺子实地与施工方一起丈量，平面、斜面算
得清清楚楚，差一点都不行。许多物品的添置通过货比
三家、网络购买，节省了许多开支。

朱纪芳介绍，目前 100多万维修基金分成几份在银行
存定期，通过收取银行利息达到保值增值。一旦账上有
结余了，就及时存入银行，业主的钱能省则省。

物业费缴纳率达到100%
业委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物业费，而此前，翰林苑总

有个别居民以种种理由不肯交纳，而物业方又无可奈何，
久而久之形成“破窗效应”。

翰林苑的物业费为每平方米 1.7 元（月），朱纪芳认
为，只要做好工作，业主会支持。小区二楼有户居民装
修，新装的室外空调管比较粗。三楼一户居民以小偷会
由此攀爬入室为由，不愿缴纳物业费。朱纪芳和物业经
理找到二楼业主，帮他做好防攀爬措施，三楼业主知情
后，不好意思地说道：“你们帮大家做了那么多好事，我还
有什么不满意的，物业费马上付、马上付”。还有户居民
房门没关，被歹徒顺手牵羊盗走了钱包，为此不肯付物业
费。朱纪芳动之以理：“失窃的主要原因是没关好房门，
当然物业要加强安全管理，希望不要因此影响不好。”业
主自知理亏，顺势说：“你们很辛苦，我们付钱”。

就这样，翰林苑一幢楼 87户人家，上百个没有血缘关
系的业主，因为业委会的牵线搭桥凝聚在一起，物业费收
缴率始终保持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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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萤火虫亲子悦读馆嘉兴馆举行绘本故事
会，家长和孩子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共同聆听欣赏了《小马过
河》《像妈妈一样》绘本故事，享受亲密的亲子时光。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的孩子爱上阅读，打造书香家庭、书
香社区,嘉兴路街道妇联购买公益组织“上海阅读越精彩青

少年读书服务中心（Read To Kids）”的服务，在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街道市民驿站等地打造“萤火虫亲子悦读馆”，服务
辖区内0—12岁儿童及其家庭。目前，亲子阅读馆每周开展
四场主题绘本故事会，同时指导家长为孩子读绘本、讲故事，
让更多家庭感受到亲子阅读的快乐。 嘉兴路街道供图

一、简介 矿泉水是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的或经钻井
采集的、未受污染的地下矿水，含有一定量的矿物盐、微量
元素或二氧化碳气体，在通常情况下，其化学成分、流量、
水温等动态在天然波动范围内相对稳定。

二、分类
1．按其特征组分：
①偏硅酸矿泉水 ②锶矿泉水 ③锌矿泉水等。
2．按矿化度分：矿化度是单位体积中所含离子、分子

及化合物的总量。矿化度<500mg/l 为低矿化度；500-
1500mg/l为矿化度；>1500mg/l为高矿化度。

3. 按CO2含量分：
①含气矿泉水：包装后，在正常温度和压力下可见同

源CO2自然释放起泡的天然矿泉水。
②充气矿泉水：充入CO2而起泡的矿泉水。
③无气矿泉水：包装后，其游离CO2含量不超过为保持

溶解在水中的碳酸氢盐所必须的CO2含量的一种矿泉水。
④脱气矿泉水：包装后的温度和压力下无可见的CO2

自然释放的一种矿泉水。
三、水质要求
1.感官要求：色度≤15、浑浊度≤5等。
2.理化要求：
（1）界限指标：共 8 个项目，如锂≥0.20 mg/L、锌≥

0.20 mg/L等。
（2）限量指标：①锑<0.005mg/L②锰<0.4mg/L等。
（3）污染物指标：①阴离子合成洗涤剂<0.3mg/L②矿

物油<0.05mg/L等。
（4）微生物指

标 ：大肠菌群、铜
绿假单胞菌等不
得检出。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10月11日，本区召开第三季度
机关作风建设“作风指数”测评讲评会。区委副书记、区机
关作风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洪流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王智华主持。

洪流就做好下阶段机关作风建设工作提出要求：一是
机关作风建设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将高标准管理成效与作风建设成效同
步体现。二是切实落实整改措施。作风建设要持续抓、不
断改，主要领导要主动抓，抓出成效。三是按照高标准管理
的要求，把作风建设与当前工作结合起来，为虹口高品质高
水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本区召开机关作风建设“作风指数”测评讲评会

本报讯（记者 钱晶）10月10日，2017年虹口区网信工
作推进会在区机关大楼会议室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吴
强出席并讲话。

会上，区网信办相关负责人通报了本区网信工作情况，
部署了“十九大”期间网络安全工作，并与相关单位签署了
网评员工作协议。

吴强表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是一项重要且有挑
战的工作，要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
作，建设良好网络生态；要把握网络工作节奏，解放思想、尊
重规律，提高做好网络宣传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把网络打造
成开展群众工作、服务百姓的平台；要掌握科学方法，进一
步完善机制建设，形成合力，在“十九大”召开前后切实做好
网络安全工作，营造良好网络舆论环境。

《丝路碧海情》新书发布会在虹口举办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10月 11日，首部反映古代泉

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长篇小说《丝路碧海情》在海派文化中
心举行新书发布会。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强出席并致
辞。

据了解，《丝路碧海情》是一部以郑和下西洋为背景的
历史小说，描写了闽南人开拓海上丝绸之路不屈不挠、前赴
后继的精神。作者于强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过多
部长篇小说。其中，由其创作的《爱在上海诺亚方舟》描写
了犹太人在上海虹口避难与上海人民风雨同舟的大爱故
事，产生了巨大反响。

此次为了再现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先驱者的精神与情
感，于强在潜心阅读了数百万字资料和书籍的基础上，先后
三次前往福建闽南采访，并最终完成了这部30万字的长篇
小说。有学者认为，小说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思想相
吻合，对传承和弘扬海上丝路的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

出租单位：上海市虹口足球场
房屋来源：自有房屋
房屋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444号虹口足

球场三区四楼
出租方式：整租
出租期限：4年
建筑面积：573平方米
租金指导单价：3元/平方米/天

（成交价不得低于指导价）
联系人：刘小姐
联系电话：65400009转实业总公司

出租单位：上海市虹口足球场
房屋来源：自有房屋
房屋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江湾路444号虹口足

球场四区101B座
出租方式：整租
出租期限：2年
建筑面积：97平方米
租金指导单价：5元/平方米/天

（成交价不得低于指导价）
租赁用途要求：与体育相关产业
联系人：刘小姐
联系电话：65400009转实业总公司

出租单位：上海市虹口足球场
房屋来源：自有房屋
房屋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甜爱支路22-50号
出租方式：整租
建筑面积：6500平方米
租金指导单价：2元/平方米/天

（成交价不得低于指导价）
联系人：刘小姐
联系电话：65400009转实业总公司

招租公告

让更多家庭享受阅读时光
嘉兴路街道建立“萤火虫亲子悦读馆”打造书香社区

本区召开网信工作推进会

（上接▶1版）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身体力行，更要担当担
责、亲力亲为、敢抓敢管，推进本部门、本单位的作风建设，为

各项任务的完成提供坚实保障。做到保持改革定力，坚持依
法行政，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

赵永峰还对季节性工作提出要求。
区委常委、副区长高香、张伟，副区长周嵘分别通报分管

工作。副区长张雷出席会议。

（上接▶1版）并表示会立即安排物业上门查看，尽快解决。
蔡老伯告诉记者：“后来我才知道，漏水应该找物业，但阿拉
居委干部二话不说就帮我联系好物业了。”随即，蔡老伯就在
评价器上打了五星好评。为了满足更多居民的需求，本区各
个居委会还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了错时弹性工作时间。
如邮电居委会增加了下午4点半至晚上7点的工作时段，凉
城新村街道中虹居委会加开了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的周
末服务，这解决了很多居民尤其是上班族处理日常社区事务
的后顾之忧，让来办事的居民“少走一趟路、少进一扇门、少
跨一道槛、少过一道程序”。

在居委会“全天候、多方位”服务居民的同时，居委会的
治理能效也大幅度提升。邮电新村是个老小区，一些居民会
占地种植蔬菜。为彻底解决这一历史顽疾，居委会将种菜居
民和周边受到影响的居民集结起来开了一场议事会，在一来
二去的观点阐述和讨论后，种菜居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居民李阿婆表示，自己一开始不想种菜，后来看到别人种，就
跟着种了，对于影响到四邻街坊、小区环境，她深表歉意。如

今，脏乱不堪的菜地经过绿化改造后，既有了公共晾衣架，又
有了停车棚，居民们还能在这里晒太阳聊天、锻炼身体。“全
岗通”实现了居委会“唱独角戏”到多元主体“大合唱”的转
变，能更准确地把握居民诉求，有效解决群众问题。

落实高标准管理

为了理清居委工作的“千条线”，本区还着力打造“电子
台账一点通”居委工作信息化平台，通过技术归并条块工
作，大幅减少各类台账，目前，有143件居委会日常接待事务
可通过信息系统线上查询办理。为了确保“全岗通”执行有
效，本区还组建了一支由 32名经验丰富的退休居委干部组
成的督导团，定期对居委会工作进行综合督导、打分，落实评
议考核机制，对考评优秀者授予“全岗通”示范居委会称号。

今年年初，虹口区委把“全面推进高标准管理”列为今年
唯一的重点调研课题。在深化“全岗通”机制、畅通为民服务

“最后一公里”方面，区民政局也已编制了“全岗通高标准管
理指导手册”，旨在将“全岗通”涉及的理念、手段和特色做法
进行快速复制和准确推广，实现居委会工作人员从“技能通”

“服务通”向“治理通”的迈进，通过基层治理的不断创新和服
务的不断改善，让社区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区城管执法局：做好“守护者”

作为虹口滨江“守护者”之一的区城管执法局在区政
府建立滨江保障总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分指挥部，并制
定下发了《2017年国庆期间滨江区域执法保障方案》，进
一步明确保障区域、保障时段、力量安排、责任区划分及
保障标准。据了解，除安排 30名城管执法人员全时段、全
区域保障外，执法局还要求参与本次保障工作的各个中
队都安排一定的备勤力量，全局组成一支近 80人的应急
处置队伍。

在执法的同时，执法局更强调“柔性、规范、文明”的服
务理念。道路问询、摄影服务、帮助行动不便的老年游客
……执法队员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帮忙，赢得市民
和游客们的纷纷点赞，有些更是直接上前拉住队员，要求一
起合影，留下一段美好的假日记忆。

区绿化市容局：“美容师”的巧心思

来到虹口滨江段的游客，都会对这里成熟的绿化景观、
整洁的卫生环境，留下深刻的印象。原来，为让市民和游客
们有一个整洁、舒适的游玩环境，区绿化市容局早在节前就
对滨江周边绿化带进行了集中整治，更换整理部分生长不
好及路边踩踏严重的苗木，种植了应景花卉一串红、孔雀草
等约 2500平方米。同时，对于一些人流量较大的区域，如
外白渡桥周边的垃圾桶每天增加一次换桶数，确保垃圾不
满溢、桶身无污渍。

随着人流量的骤增，个别不文明现象也为外滩保洁工
作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外白渡桥周边的防汛堤岸上留下了
个别游客扔下的垃圾，虽然防汛堤岸上的垃圾属于河道保
洁，但本着“跨前一步”的理念，绿化市容部门主动组织北外
滩“工人先锋号”的队员们翻过防汛墙对防汛堤岸上的垃圾
进行清理。

据介绍，整个长假期间，北外滩“工人先锋号”43个岗
段106人从每天凌晨5:00至夜间22:30时段内坚守岗位，确
保作业时间岗段内不缺人；非“工人先锋号”岗段51个岗位
121人也从每天凌晨5:00至夜间22:00不间断保洁，这才有
了虹口滨江始终如一的美丽面貌。

服务居民有了“快车道”

区政府工作会议举行

他们，是长假里最美的风景
（上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