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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核动力”工作新引擎
凉城新村派出所党建引领出实招提高服务水平

清除积水，防登革热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7月4日，中共虹口区委召开党
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区委、区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代表人士对本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意见
建议。区委常委、统战部长贺毅群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宣
传部长吴强作相关情况通报。

会上，与会党外人士充分肯定本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发展工作，认为本区能够按照中央、市委要求，依托滨江
资源和文化底蕴，发挥资源优势，为打响本区文化品牌，推
进文化强区建设做了很多有益工作。同时，党外人士还就
动员更多社会力量、梳理各方资源、传承传统文化等方面提
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贺毅群希望各民主党派团体主动融入文化品牌建设
中，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找到不同角度和切
入点开展调查研究，通过人大、政协、统战的平台，积极建言
献策，共同努力推进虹口相关工作。

吴强表示，要紧紧围绕“文化三地”重要论述，加大红色
文化、海派文化、名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和创新力度，不断丰
富虹口文化品牌内涵，不断吸引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文化供
给，进一步打响虹口文化品牌，推进虹口文化强区建设。

各民主党派区委、区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
等20余人参加座谈。

党外人士热议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国税总局上海市虹口区税务局挂牌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7月5日，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

虹口区税务局正式挂牌，标志着原上海市虹口区国家税务
局、上海市地方税务局虹口区分局正式合并。区委常委、副
区长张伟出席并致辞。

据悉，此次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为核心
的党中央顺应新时代要求，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
作出的重大决策。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为降低征纳成本，理顺职责关系，提高征管效率，为纳
税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利服务，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
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
管等职责。挂牌后，原国税、地税机构职责和工作由继续行
使其职权的新税务机构承继。

■本报记者 张燕丽

“赶上了！赶上了！我的孩子终于能赶上入学报名了！”
在凉城新村派出所户籍窗口前，刚办理好人才引进子女随迁
户口的高先生激动地说道。原来，高先生心急火燎地来到派
出所为孩子办理户口时，对办理程序完全一头雾水。民警汪
琳给了他一份办理户口所需材料的“全菜单”，还有一张“小
纸条”，上面写着开具各类证明涉及的部门地址、电话等。

“菜单和小纸条让我少跑了冤枉路，原本需要一个月时
间，现在缩短了一半，让我能赶上小孩的入学报名，真的很感
谢。我想，这也是上海能够吸引多方人才的原因之一。”高先
生再三向窗口民警表达谢意。

党员争先 服务居民更贴心

除了全菜单和小纸条，在凉城所的户籍接待窗口，还有
民警自主设计的“未成年人补办身份证一二三”“旁系亲属投
靠户口怎么迁”等个性菜单，极大地方便了办事居民，也有效
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

这些细小却贴心的便民小举措，是该派出所“两岗一区”
建设的成果。凉城派出所在户籍、治安两类窗口分别设立1
个党员示范岗、6个党员先锋岗、1个党员责任区。示范岗负
责人要“亮形象”，先锋岗负责人要“亮身份”，党员责任区负
责人要“亮承诺”。

“坐在窗口前，先锋岗、示范岗的台卡摆在那里，压力肯
定是有的。如果先锋岗办不成业务，示范岗错漏百出，责任
区跟普通窗口没差别，那么，‘挂牌’无异于‘打脸’。每个人
都有好胜心，责任意识和荣誉意识就这样在日常工作的一点
一滴中被激发了出来。”党员、户籍窗口警长汪琳说道。

通过“两岗一区”的建设，凉城所形成了“你追我赶”的氛
围，提高了服务标准、增强了服务意识。

如，治安窗口将“首问接待”升级为“首问负责”，由业务
精良的老党员民警负责，对接报的刑事、行政案件以及民间
纠纷事件全程了解，依规范向当事人进行反馈；“凉城微警”
公众号链接市局“阳光警务大厅”，增设纠纷类、求助类非立
案事件受理后进度查询、预约民警、工作评议等模块，加强线
上反馈；同时，设置首问负责小团队，时刻关注群众网络查询
申请，在甄别身份后，搜集相关信息反馈当事人。对于这一
系列举措的效果，居民们表示查询便捷、反馈及时。

2017年以来，治安、户籍窗口共收到居民群众送来的锦
旗 10余面、表扬信近 30封，在相关回访和测评中，窗口满意
度同比提升明显。

做实做细 党建凝人心提效能

“两岗一区”建设能够让居民交口称赞，依托的是党建的
力量。

如何将党建工作做得生动有趣，让年轻党员们乐于参加

还能获益良多？凉城所党支部可谓动足了脑筋。
如今各类视频手机应用软件大热，为此，凉城所在党建

活动中引入了“视频秀”，把民警执法中好与不好的典型事例
制作成视频，大家“组团”观摩，达到“照镜子”的效果。

电影颇受年轻人喜爱。所党支部利用学习时间播放《建
党伟业》《红星闪闪》《焦裕禄》等红色主题影视作品，并要求
党员们有感而发地书写心得体会。

组织党团员到中共一大、四大会址参观，邀请参加抗战
的革命前辈讲述党史故事……所党支部致力于创新并丰富
党建工作形式，从而达到思想的凝聚、团队的凝聚。

凉城所还建立了党员学习讨论微信群，即 1个党支部
群、3个党小组群、1个团员青年群，明确分层学习的模式。

加强自身党建工作的同时，凉城所党支部更着眼于“党
建区域化”新形势，主动加强与街道党建办及地区企事业单
位的共建交流。与街道党建办签约，定期邀请街道的优秀党
建教育师资、地区企事业单位的杰出党员代表等上党课、讲
党纪、谈形势、聊热点，拓宽民警的学习面；参与街道党建办

“领航公益屋”等活动，在地区志愿服务过程中，进一步展示
公安民警良好形象。仅 2017年，党员民警进社区授课共计
20余次，累计社区实践服务50余个小时。

在党建的引领下，凉城新村派出所先后被评为上海市文
明单位、上海市公安局先进基层党组织、虹口区基层党支部
建设示范点。

夏天有一群最讨厌的“吸血鬼”，从白天到晚上陪
伴着我们。睡觉时，它就像一个“轰炸机”嗡嗡的，吵
得我们不得入睡；在户外玩耍时，它又冷不丁的“亲
吻”嫩嫩皮肤，肌肤上一个包一个包，惨不忍睹。说到
这里，大家知道它就是可恶的蚊子。蚊子还有另一大

“本领”，可以传播“可怕”的疾病：登革热。
登革热的“可怕”在于起病急，会寒战，发 39℃以

上高热，出现全身肌肉、骨髓及关节痛，极度疲乏，用
一个词形容就是“有气无力”。而部分严重患者有皮
疹、出血倾向和淋巴结肿大。更严重会导致出血、休
克甚至死亡！而重症登革热多发生在年龄15岁以下
的儿童。

登革热是通过一种带有登革病毒的雌性伊蚊叮
咬而传染给我们人类。在我国登革热的元凶主要是
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叮咬了登革热患者或者
隐性感染者后，登革病毒进入蚊子体内增殖，5-8天
后等再叮另外一个人时，病毒就会通过蚊子的唾液腺
进入人的体内，使人得病。可怕的是病毒对蚊子似乎
没有有害作用，蚊子可终生保持感染状态。由于登革
热目前还没有有效的疫苗武器，因此防蚊灭蚊是预防
登革热的关键。

传播登革热的“花斑蚊”喜欢在静止的清水中产
卵，例如家中的水生植物、室外废弃的缸罐、一次性餐
具、轮胎以及竹筒、积水容器等等。蚊子大半生都是
在水里生存的，也就是说水就是蚊子的命脉，没有积
水就没有蚊虫。所以灭蚊的关键是把室内外闲置的
坛坛罐罐清理，翻盆倒罐、清除积水；每5-7天清洗水
生植物的容器，另外不要乱扔塑料餐具、饮料瓶等。

外出活动应避免在“花斑蚊”出没频繁时段。尽
量穿长袖衣服及长裤，在外露的皮肤及衣服上涂驱蚊
剂。在登革热流行地区旅游时，必须采取防蚊措施，
避免蚊虫叮咬而感染：要穿浅颜色的长袖衣裳和长
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是耳后、颈部等部位；
租住卫生条件好、最好有空调的宾馆。一旦身体不
适，出现腹泻、发热、头疼、关节痛等症状，要及时到附
近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或感染科就诊，并主动向接诊
医生报告流行病学史。

人人齐动手，清除积水，没有积水就没蚊子，没
有蚊子就不会有登革热。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什么标准的泳池才是卫生安
全的？7月4日，区卫计委监督所开展专项检查，区内多家
游泳场馆接受“体检”。

在位于东江湾路的虹口游泳学校，执法人员先后对场
馆内的自动加氯设施等进行了检查，并现场对泳池内的水
质进行取样检验。“按照标准，泳池水的余氯含量应为 0.3
至0.5毫克/每升，PH值应在6.5至8.5区间内。”区卫计委
监督所环境卫生监督科科长胡湘亿告诉记者，检测结果显
示，虹口游泳学校的泳池水余氯含量为0.32、PH值为7.5，
水质达到标准要求。

截至目前，本区共有24家游泳场馆对外开放。其中，
室内泳池20家、室外泳池4家，这些场馆将全部接受包括
日常卫生管理、卫生档案、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卫生信息公

示及水质快检等项目的监督检查。
随着盛夏时节客流高峰到来，区内各游泳场馆将每

2 个小时对水质进行一次监测，并及时对外公示数据。
市民可通过场馆内的“每日泳池情况”实时了解水质变
化。

不过，区卫计委监督所执法人员也表示，由于对水中
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和尿素三项指标的检测无法在现场
完成，需送到区疾控中心接受化验，因此，在夏季泳池开
放期间，区卫计委监督所也将加大对游泳场馆的监督力
度，一旦发现水质异常，即时要求整改处理。

此外，针对人流高峰可能造成的水质污染，各游泳场
馆届时也将适时采取限流措施，并增加泳池的换水频次。

图为执法人员检查水质情况。 李智健 摄

游泳场馆每2小时监测一次水质
水质变化实时对外公示

■本报记者 钱 晶

上海的不少老洋房拥有双重属性，既是
住宅，更承载着历史文化价值。

与普通房屋的日常维护相比，老洋房维
护需要更多的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溧阳路
山阴路区域有着成片的历史保护建筑，外观
看着很是雅致。它们的存在，让整个街区透

露出浓浓的文化气息。他们的“美容师”，是
来自于“马师傅便民服务队”物业人，他们被
老洋房的住户们交口称赞。

28年专心呵护历史文化建筑

“马师傅人老好的，热心、贴心还让人放
心！”家住山阴路85弄的钟阿婆和“马师傅便
民服务队”领衔人马家乐是老相识。多年

前，钟阿婆家的老虎窗漏水，阿婆自己买了
块玻璃，想找马师傅帮忙安上。马师傅一看
玻璃买得太薄了，二话不说抱着玻璃出门，
帮钟阿婆重新买了一块厚的回来。安装完
毕后，阿婆的窗户再没漏过。

这几天，因为黄梅天雨水密集，钟阿婆
家的木质窗户总是摇摇晃晃发出响声，阿婆
担心玻璃被晃下来，于是找来了马师傅帮忙
查看。

马师傅负责的山阴路、溧阳路、四川北
路地区大部分是老式里弄，近40%的建筑是
历史风貌保护建筑，有日式的，英式的，还有
后期建造的本地房子。这些老建筑大多是
木制门窗，极易损坏。马师傅给这些老建筑

“美容”了 28年，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说，
维护历史建筑，前提是不能破坏原来的风
貌，讲究的是修旧如旧，当然还要让住户住
得舒服。

这次，马师傅上门替钟阿婆看窗，还带
来了一个小团队。他和便民服务队的成员
一起给老房子“会诊”，发现窗玻璃上的油灰
大部分存在脱落的迹象，马师傅便从随身小
包里拿出了用于老建筑修复的油灰，熟练地
给玻璃进行了加固。便民队还帮阿婆检查
了房屋的其他设施。

从马师傅便民箱到服务队

“马师傅便民服务队”的成立，要从马师
傅服务箱说起。

在工作中，马师傅发现所负责小区的老
年人很多，而且不能熟练使用手机的又占大
多数，因此，便萌生了在小区里挂出便民服
务箱的念头。

马师傅告诉记者，自己的想法是受到了
劳模徐虎的启发，并在一次党建联建活动中
成为现实。2015年，马师傅所在的虹房集团
上海川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阴管养站与
公司所在居民区搞支部联建活动，马师傅在
活动中提出了挂服务箱的想法，获得双方党
总支（支部）的支持。

不久后，马师傅服务箱正式亮相，马师
傅把手机号也公布在了信箱上面。信箱挂
出去后，马师傅一下子成了“大忙人”，经常
接到不是他所在服务片区的电话，他也耐心
帮忙解决问题。随着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马师傅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

从马师傅的身上，虹房集团看到当地居
民对老建筑维护的需求很大也很迫切。集
团适时提出建立马师傅便民服务队的想法，
得到四川北路街道的大力支持。“我们组建
了以马师傅为带头人的便民服务队，升级便
民服务箱，安排人员 365天开箱受理报修业
务，尽最大努力解决居民的急难愁问题。”虹
房集团上海川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山阴管
养站总经理颜志奇说道。

除了马师傅这位木工外，这支服务队现
在还有水电工、泥水匠等，队伍也趋于年轻
化。“我主要负责修理门窗、扶手，现在队伍
壮大了，我们的服务范围也扩大了。”马师傅
高兴地表示，自己还有三年就要退休了，如
今历史文化老建筑维护有了接班人，自己也
放心多了。 现在，只要接到居民报修，马师
傅便民服务队总是一起出动，大家分工合
作，让居民们的满意度越来越高。

图为马师傅服务队维护老洋房。
季志平 摄

为老洋房养护“容颜”有传承
——川北物业“马师傅便民服务队”成立记

本报讯（通讯员 崔顺成）6月26日上午10时30分许，
有市民报警称：在宝山路一幢大楼 12楼平台上，一名男子
正打算跳楼轻生。接警后，辖区广中路派出所民警、特警以
及消防官兵迅速赶赴了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轻生男子正坐在12层室外平台
防护栏外，不仅拒绝警方救助，还强烈要求民警不准靠近其
十米范围。民警开始对其进行劝解，然而该男子情绪激动，
言语表述混乱，似乎处于精神异常状态。当日正逢上海迎
来首个橙色高温预警，僵持了数小时后，烈日暴晒之下的轻
生男子逐渐意识消弭，难以掌控身体平衡。

时间紧迫，现场特警迅速采取战术，准备实施强制救
援。然而横亘在特警队员和轻生男子之间的不止是十米的
距离，还有一米高的防护栏和一扇不到一米宽的门。如何
抢在轻生男子反应过来之前冲破这些障碍成功救援呢？

下午16时30分，特警队员为避免男子情绪再次激动，
全部换上便装开始实施救援。在谈判专家的语言引导下，
特警队员殷国杰以递送物品为由接近男子，趁机抓住其右
手；此时，另外两名特警队员章奕晟、张敏劼瞬间快速跟进，
一人隔着防护栏搂抱住男子腰部，另一人利用手铐将男子
右手手腕及防护栏进行器械固定。在不到 3秒钟的时间
里，男子的上半身被牢牢固定在了大楼防护栏上。随后跟
进的消防战士通过液压切割机将整个防护栏迅速切断，将
男子连同护栏和3名特警队员拉进安全区内。

下午 16时 33分许，在与警方僵持了 6个小时之后，这
名轻生男子终于被成功解救。因为穿着便装实施救援，参
与行动的特警队员都有不同程度擦伤。目前，该男子因扰
乱公共秩序已被行政拘留。

特警3秒解救轻生者

本报讯（记者 陆强）7月3日，区委副书记洪流带队走
访虹口区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团区委、区社会党工委、公安
虹口分局及街道相关负责人陪同。

洪流一行随机走访了南、中、北片区 3个办班点，重点
了解各点位的课程、师资、安保和志愿服务等情况，并对相
关点位的工作人员和中、外学生志愿者们进行慰问。走访
过程中，洪流认真询问各办班点具体情况，并强调要严格落
实爱心暑托班的安全保障工作要求，积极做好相关部门沟
通协调，确保爱心暑托班工作顺利进行。

据悉，按照团市委统一部署，2018年虹口区小学生“爱
心暑托班”开班时间为 7月 2日至 8月 24日，共计 8周。为
使暑托班安全有序，秉持“安全”第一要务，除暑托班相关工
作人员外，共招募360名志愿者，均为本区在读高中生和上
海高校在读生。同时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细化各项安
全措施，公安虹口分局、各街道也将给予大力支持，在暑托
班学生接送时间的周边道路安排警力、安保，为爱心暑托班
保驾护航。

区领导视察爱心暑托班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文川）7月6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97周年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北外滩街道携手虹口邮
政支局，共同组织开展“红色七月 迈步青春 以信为媒 向
党致敬”滨江定向行走活动。

区委组织部、北外滩街道相关负责人来到金领驿站活
动现场，为本次活动虹口邮政支局以红色党建主题设计的
邮政集件设施——“虹邮局”剪彩，并向参加本次活动的各
支青年代表队发放了红色书籍。

除白玉兰广场金领驿站之外，瑞丰国际大厦、金岸大
厦等标志性楼宇内也设置摆放了“虹邮局”定制邮筒，为北
外滩滨江地区点缀红色党建元素，相关邮政部门将会每周
安排工作人员上门进行信件收寄。

北外滩滨江定向行走向党致敬

小学生志愿者积极参与“创全”
本报讯（记者 陆强）7月 2日,曲阳教育小区各小学

“创全”宣传活动在曲阳路街道辖区内的赤峰路地铁站、家
乐福超市门口、商务中心门口、赤峰路曲阳路口开展，来自
四中心小学、曲阳三小、曲阳四小、宏星小学的学生们参加
活动。

活动中，学生们拿着自制的小旗，拉起印有宣传口号的
横幅。他们给行人分发倡议书，帮助年长的爷爷奶奶文明
过马路。此次活动由曲阳教育小区与曲阳路街道学生社会
实践指导站、曲阳志愿者协会联手举办，旨在引领社区未成
年学生积极投入到“创全”热潮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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