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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滩门户地段迎“套餐式升级”
吴淞路街区市政市容全要素提升工程启动
■本报记者

朱伟文

从 浦 东 穿 过 外 滩 通 道 ，就 来 到 虹 口 北 外 滩 的 门 户 地
段。中博会开幕之前，这块区域将在“颜值”和功能上全面
提升。海宁路天桥戴上“美瞳”；工地围墙披上“新衣”；花池
绿地中点缀雕塑、老旧人行道路重新铺装、沿街商铺统一店
招店牌……
日前，记者从新鲜出炉的吴淞路街区市政市容全要素
提升设计方案中看到了这些即将发生的变化。

关键节点“一点一策”
整套方案由区建管委牵头设计，亮点在于“全要素”，涉
及市政、绿化、景观、城市家具、建筑立面等全套工程，从地
上到地下、从平面到立面、从景观到功能“面面俱到”，突出
点面结合。在重要的功能、景观点位实施“一点一策”；所有
的市政、景观工程统一设计施工，以达到街景的统一性和完
整性。
海宁路天桥不仅是所在区域交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
更是从外滩通道进入吴淞路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景观点位
之一。作为方案中提到的“节点”，这座天桥将实施装饰泛
光改造。改造兼顾结构加固和景观美化，原来的护栏将实

协商议政“同心桥”签约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6 月 7 日，区政协专门委员会与
区政府有关部门举行协商议政
“同心桥”签约仪式。区委副
书记、区长赵永峰，区政协主席石宝珍出席并讲话，区政协
副主席张强主持签约仪式，区政协副主席郭启文、高庆迁、
徐爱娣、符杰普等出席。
仪式上，文卫体委、环建委等 6 个专委会与区建管委、
人保局、教育局等 15 个部门签署了协议，印发了《区政协专
委会与区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议政工作规则（试行）》。
赵永峰指出，
“同心桥”搭建起区政府和区政协之间双
向交流、多点对接、便捷高效的“立交桥”，区政府真诚希望
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共进，形成最大凝聚力，画出最
大同心圆，
架起最宽同心桥，
共同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
赵永峰强调，
要不断巩固政府与政协的联系制度，
通过
邀请委员参加政府有关会议、通报情况、联合举办活动等，
在建言献策、联合调研、开展服务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和交流。区政府各部门要更加积极地支持政协开展工作，
积极配合政协开展视察、考察、座谈和民主评议等各项活
动，对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提交的提案、调研视察报告和
社情民意信息等，要及时反馈办理结果。
石宝珍指出，
搭建
“同心桥”，让政府部门和专委会互通
信息更便捷，
双方目标一致，
共享人才和智力资源。
她强调，要加强联系交流，切实畅通委员知情明政新渠
道；要聚焦中心任务，更好服务虹口改革发展大局；要积极
主动作为，
确保协商议政工作取得实效。
签约仪式上，
区政协介绍了
“虹口区政协专门委员会与
区政府有关部门协商议政”工作有关情况，
区政府有关部门
和区政协部分专委会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施更换清洗，沿着护栏和桥体的轮廓线，将增加点状和线状
LED 光源，丰富人们的视觉感受。光源拟采用冷色调，呼应
片区简洁大气的街道风格。
到中博会开幕前，站在天桥上往下看的市民也会发现
一些新变化。记忆中，低矮的水泥墙淡出了视线，单调的花
池仿佛洒上水彩。这是藏在天桥下的一弯绿地。方案显
示，该绿地中将补种观赏花带、观叶小乔等，用密集的植物
枝叶为其身后的低矮水泥墙加一层“滤镜”，同时点缀小雕
塑群，增加整块绿地的层次和美感。在天桥灯光的映照下，
入夜后的绿地将更加摇曳多姿。
记者还在方案中看到，吴淞路天潼路交口西北处有一
块在建工地，围墙简陋单调，人行道路铺装老旧沉闷。将把
立体绿化“扶上”围墙，一改水泥墙的生硬刻板面孔，美化街
景，同时增强生态效益；人行道和路面也将进行整体翻新。
而该路段“中分带”本就不宽敞的绿化带内，配电箱裸露在
外，缺乏基本的美学感受，将用富有设计感的塑木栅栏进行
围挡。

“面面俱到”提升形象
为了重塑活力，吴淞路周边道路的老旧人行道路铺装
将统一翻新。据区建管委建设规划科科长陈琼婵介绍，吴

淞路周边既有历史悠久的文化建筑，也有高端大气的新式
楼宇建筑群，简单的“清一色”式铺装并不合适。对于历史
建筑，现代化的铺装反倒不好，怎么办？方案给予了解答。
在吴淞路上外滩通道出口的西侧，路面将采用灰色系
的花岗岩进行“组合式”铺装，同时，建筑的围墙也将披上
“新衣”，使崭新的红砖黛瓦相得益彰。而其余大部分道路
将统一铺装陶瓷透水砖。透水砖“砖如其名”，简约大气、功
能性强，体现海绵城市理念。
路面铺装与其他各类工程同时实施。如黄浦路、天潼
路、武昌路区域，将铺设透水砖，修复花岗岩，合理设置共享
单车停车点，统一更换花箱样式。其中，黄浦路人行道将与
滨江漫行步道采用同款红色透水沥青，并实施架空线入地
和合杆整治工作。
根据方案，区建管委将会同街道分类实施店招店牌改
造，通过统一招牌、门牌的高度、式样、材料，增加招牌亮度，
拆除多余招牌等举措，使吴淞路周边呈现协调、整洁、美观、
务实的特质。
区建管委、区绿化市容局、区规土局、区房管局等有关
部门及相关街道将
密切配合，力争完成
迎接中博会 虹口在行动
更好的作品。

首批“00后”高三学子完成人生一次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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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商业模式的迭代一日千
里，常常突破现有的监管体系。去
年，
“ 卤豆无人面馆”开热汤面自动
贩售之先河，
一时人气无二，
却被暂
时叫停。就在近日，
这碗汤面以
“正
规军”的身份重回公众视线。区市
场监管局助力企业，使“卤豆”获得
了全市首张热食加工食品经营许可
证。

人气急升却被叫停
去年 10 月，
“卤豆”自动售面机
在虹口的一些商务楼宇亮相，受到
白领喜爱。消费者只要通过售面机
的屏幕点选想要吃的面条品种，等
待 45 秒，一碗热腾腾的汤面就会
“端上来”，其中最受欢迎的有日式
豚骨拉面和酸汤肥牛面等。而且，
汤面价格实惠，一碗 9.9 元起售，加
上味道也不错，
因此吸粉不少。
不过，
“ 卤豆”所属的上海噜逗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者没有想
到，
售面机只运行了几日，
就因为超
范围经营被叫停。据区市场监管局
介绍，
“ 卤豆”注册的经营范围仅为
预包装类食品销售，而其实际经营
内容则属于热食加工类自动售卖。
热食加工类自动售卖此类“新
零售”此前并无先例，
这也让
“卤豆”
的经营者一头雾水，不知如何才能
在这个领域开展合法经营。一种新
的商业模式刚刚起航就彻底
“搁浅”
了吗？当然不是。

跨前一步跟踪服务

量身打造监管方案

本报讯（记者 齐传彬）2018 年的上海高考于 6 月 7
日至 9 日举行，首批“00 后”进入考场，完成人生的一次重
要检验。考试期间，区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工作，确保高考
有序进行。
据了解，今年本区设有复兴高级中学、华东师范大学
第一附属中学、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南湖职
业学校４个考点。

除了完成护送考卷的任务外，
虹口交警支队出动了民
警、辅警、协管员百余人次，
全力做好考场周边交通保障工
作，
为考生保驾护航。期间，
护送因走错考场、交通拥堵等
原因的考生数名；
区建管委加强管理，
在考试时间内，
让有
关工地暂停施工，
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环境。
图为北郊高级中学的考生完成考试后拥抱庆祝。
齐传彬 摄

在“卤豆”获得热食加工食品经营许可证后，区市场监
管局又进一步为其拟定了专属的监管方案。
“卤豆”属于广中市场监管所管辖。该所党支部书记吴
呈表示，会根据市食药监局对售面机安全性的评估进行针
对性检查，着重加强设备与食品有直接接触的零部件检查，
做好消毒工作，
防止有害污染物进入。
考虑到高温天气即将到来，广中市场监管所还会根据
机器使用频率，
督促企业做好零件更换工作。
由于目前全市的“卤豆”售面机都在位于柳营路的清洗
场所消毒，这也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更加高效、高质的要求。
吴呈表示，广中市场监管所将使用 ATP 快速检测仪对消毒
后的零部件进行快速检测。
随着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加速融
合，
新业态、
新模式层出不穷，
这对职能
部门加强监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区
市 场 监 管 局 方 面 表 示 ，将 密 切 关 注
“12331”
“12345”
热线的消费者反馈，
及
时跟踪市场动态，
满足各类服务需求。

意外当上志愿者 不愿只当
“复读机”

“网红”老爷叔独创语言劝导地铁乘客获点赞
■本报记者

齐传彬

“现在是早高峰时段，人流比较多，看手机的朋友需要格
外注意，
因为您的安全系数是负数。”
早上 8 点半，记者刚从 8 号线虹口足球场站下车走到楼
梯旁，耳边便响起了这段最近比较火的安全提示语。刚一抬
头，只见近日被人民日报公众号、新民晚报等媒体争相报道
的新晋地铁“网红”——王成勇，正拿着“指挥棒”，手口并用
地引导着乘客。

临时
“顶班”结下地铁缘

欢迎
关注

■本报记者

在“卤豆”被叫停的次日，区市
场监管局跨前一步，主持召开协调
会，
并告知企业方，
市食药监局对自
动售卖有明确指导意见。
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科副科
长邵琳告诉记者，相比传统餐饮模
式，自动贩售要考虑设备和食品安
全风险。这两项内容必须纳入市食药监局的专家评估范
围，
尤其是相关设备必须有出厂和检测报告。
“卤豆”
涉及现场制售，
要先到市食药监局进行评估。会
后，区市场监管局立即帮助企业与市食药监局牵线，并配合
市食药监局对该企业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市级专家评估工作。
在评估阶段，由于企业方不清楚现场制售的相关规则，
在申请准入时也碰到了不少麻烦，如清洗场所面积不符合
标准、操作间没有隔断、缺少操作台等。为了缩短企业方获
得合法资质的时间，区市场监管局多次上门指导，帮助企业
对照标准整改不足。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8 个月的不懈
探索，在清洗场所验收完毕后，该企业顺利获得全市首张热
食加工食品经营许可证。

区有关部门协力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全区将建立210个城管执法社区工作室
本报讯（记者 路人）本区日前公布《城管执法精细化
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记者从计划中看到，本
区 210 个居委会将增加一名编外干部——
“城管干部”，全
区建立 210 个城管执法社区工作室。
本区将启动《住宅小区
“一居一档”
》城管执法管理标准
的制定，在居委会增设
“城管干部”，配备专门的工作设备和
台卡，每周有固定时间在居委会办公和巡查，承担整治小区
破墙开店、破坏承重墙、占绿毁绿等职责。各城管中队依托
街道平台，
融入由街道牵头、城管为主，派出所、市场监管等
部门参与的社区综合执法体系，形成城管工作新局面。
根据计划，本区今年将完成景观区域及中小道路 200
块存量违法户外广告的拆除任务；2018 年完成 125 条（段）
道路的乱设摊、乱张贴、擅自破墙开店、违法搭建、占绿毁绿
等街面环境整治任务。2019 年完成剩余 94 条（段）道路整
治；2019 年底前，有效遏制违法户外广告设施私设乱装态
势，违规户外广告及时处置率达到 90%以上；2020 年基本
完成一店多招等整治工作；至 2020 年底基本消除街面突出
违法行为、街面环境明显改善、环境面貌明显优化的目标。

﹃卤豆﹄无人售面机按下重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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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市场监管局助力﹃新零售﹄企业拿到食品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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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铁站结缘，完全是个意外。”原来，今年 63 岁的王
成勇，刚刚退休时，也曾找过其他相对轻松的工作“充实”自
己，但由于工作内容枯燥乏味，他最终选择了辞职。一天，在
虹口足球场地铁站做志愿者引导工作的老邻居突然登门造
访，说自己家中有急事需要处理，希望他能帮忙临时顶一次
班。想到工作内容不是很复杂，自己又恰好有时间，王成勇
欣然应允。
次日，和老邻居一起来到工作地点，完成相关手续交接
后，王成勇立刻“上岗”，也很快适应了“新工作”。做事细心

的他发现，引导时一直机械地说着“换乘 3 号线的乘客，请从
这里走”，不仅自己会觉得厌烦，乘客也大多不予理睬，收效
甚微。平日里语言幽默风趣的他便试着换了一个说法，
“这
里是单行道，方便快捷又安全，换乘 3 号线的乘客朋友们，请
从这里走。”没想到，当即就有乘客对他竖起大拇指，夸其引
导语说得好，不是只会说一句话的“复读机”，走“单行道”的
乘客也明显增多。
听闻其别样的引导方法，结束了当天的工作后，志愿者
引导队伍的负责人便主动联系了他，询问其是否愿意长时间
从事这项工作。考虑到这是一份有着公益性质的工作，每天
还可以接触到很多人，比自己在家待着有意义许多，王成勇
最终决定接受邀请，
加入志愿者引导队伍。

“剑走偏锋”
也讲人性化
正式“入行”后不久，王成勇便被安排在 8 号线换乘电梯
附近负责引导工作。由于早晚高峰期间，人流量较大，上下
楼梯玩手机的乘客又多，引导工作十分艰巨。如何有效地让
“赶时间”的乘客从手机上转移注意力，听从引导，尤其是对
年轻的
“上班族”来说，
王成勇动了不少脑筋。
想到自己此前在其他点位改编引导语的成功经历，王

成勇决定再次“剑走偏锋”，彻底打破以往的引导模式。
“君
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乘客朋友，大家走楼梯、坐扶梯时要注
意脚下安全”
“ 乘客朋友，到了这个节点了，您手机还看吗？
您这是属于‘非理性亢奋’”……一句句全新的引导语相继
出现。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自创的引导语有着共同
的特点：以朋友的口吻劝导，语气缓和而不带强迫性。王
成勇告诉记者，早晚高峰期间，大家都在赶时间，心情多多
少少会有些急切，惟有语气缓和、内容新颖才能更好地进
行引导，否则只会适得其反。而为了更新“词库”，拉近自
己与年轻人的距离，王成勇在平时浏览网页时，常常会随
手记录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然后结合地铁站的实际情况
进行改编。
其实，面对突如其来的“网红”身份，从事志愿者引导工
作刚满一年的王成勇一直还有点不适应。但对于网友们的
点 赞 ，他 表 示 ：
“谢谢
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
持 ，以 后 将 继 续 在 志
愿者岗位上为大家做
好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