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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敲响 144 户居民家门
四平路幸福村 270 弄 1—6 号加层改造项目完工交房
■本报记者

齐传彬

告知相关事宜、签字、领取房门钥匙，这一刻，幸福村居
民胡桂德的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期盼多年的愿望终于实
现了。近日，四平路幸福村 270 弄 1—6 号加层改造项目正式
完工交房，
144 户幸福村居民拿到了新家钥匙。

喜获新房告别煤卫合用

年逾古稀的胡桂德在幸福村生活了大半辈子，对这里的
感情不可谓不深，刚拿到钥匙，他便急匆匆地赶去看看阔别
近一年的“老宅”。还未进家门，胡桂德就已被所见景象狠狠
地“冲击”了一番。昔日斑驳破旧、违建众多的 1—6 号三幢
三层楼老公房变成了三幢四层楼的新房；和家人一起蜗居多
年的十几平方小单间，改扩成二十多平方的两居室，屋内有
了厨房和卫生间。胡桂德边看边提前为下一步装修入住做
起规划：这里放家电、那边摆个多大尺寸的床……
曾经，一层楼的八户居民共用一个厨房、两个卫生间，这
是三幢公房居民们的“老标配”，加上房屋老化，带来了私搭
乱建、消防隐患等诸多问题。胡桂德告诉记者，以前，每天早
晚时分，在楼道内排队上厕所和此起彼伏的催促声，都已成
为居民生活中的常态，尤其麻烦的是洗澡，要用盆接水在房
间里洗，经常把小小的房间弄得一团糟，实在是不方便。

自治共治让梦想变成现实

齐心创文明城区 共建高品质生活

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四平路幸福村 270 弄 1—6
号，因居住面积狭窄、日常生活不便等原因，自九十年代末期
就不断有人提出改造诉求，
但限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
2016 年，幸福村两幢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四层楼公
房完成改造，家家户户有了独用的卫生间。同年，在区房管
局、欧阳路街道、虹房集团、居民等各方共同努力下，幸福村
内最后三幢厨卫合用的公房被成功纳入改造计划。而与旧
改征收等工作不同的是，成套的公房改造必须达到居民意愿
征询率百分百、改造签约率百分百、居民百分百搬离“三个百
分百”，协议方能整体生效。
欧阳路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宣传动员过程中，

嘉兴路街道党工委书记 白爱军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要以
“为民”为出发
点，以“惠民”为落脚点，以“靠民”为着力
点，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高品质生活，不
断提升城市能级，让居民群众感受到身边
的变化，
真正得到实惠。
■为民：
聚焦热点、难点和痛点
创全为了谁？嘉兴路街道始终把群众
利益放在首位，从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和
痛点问题着手，努力打造宜业宜居、亲水亲
绿的环境，
让创建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为此，街道全面传达和贯彻落实区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动员会议精神，
制定创建方
案。成立街道创建全国文明城区领导小组、
工作组及办公室，
细化分工、
落实责任、
做实
方案；
召开街道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培训
会，
邀请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相关负责
同志进行专题培训，通过培训明确问题、
找
准差距，
为创建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召集居
■
民区书记、
主任、
条线干部召开创文工作推
进会、
培训会，
及时传达创文相关要求，
具体
布置节点安排，
全面落实各项工作。
■惠民：
推进市民素质建设
街道创全工作紧紧围绕市民素质建
设，不断提升文明程度，在社区营造健康向
上的文明新风。
其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放在创全工
作的重要位置，让硬件真正
“硬”起来，
增强
服务功能，凸显嘉兴特色。市民驿站提供
党员服务、
亲子
“悦读”
等适合不同年龄、
不
同人群的服务；天宝养老院、
长者照护之家
等引入第三方专业运营，打造品牌项目；社
区食堂服务能级进一步提升，日均服务
1600 人次，并为辖区内 300 名老人提供助
餐服务。一系列举措，让居民生活更加舒
适和便捷。
一个地区的综合环境是文明程度最直
观的体现，
也是创全的重要内容。为此，
街
道组织市民巡访团对全街道进行巡查，发
现问题及时反映，
并由相关单位即知即改，
经过反复多次巡访，不断督促环境面貌和
文明水平提升。
街道将创全工作与
“美丽家园”建设工
作、
“六无”创建、
“平安社区”建设相结合，
有针对性地开展综合治理，提供精准管理
服务，让居住环境更加舒适。先后对岳州
路、哈尔滨路沿线无证无照经营户进行联
合整治，并与相关职能部门对天宝路 358、
388、410 弄小区违法搭建进行拆除，
“20 年
城管顽疾”得到有效解决，城区形象得到改善；对新陆、飘
鹰、垦业等居委会路灯及探头的新装和维修等工作，
切实提
高了安全防范等级，让居民生活更加放心。
■靠民：
让更多人积极参与
良好的群众基础，是创全工作最大的力量来源，
也是创
全工作最足的底气支撑。
为此，街道坚持人民立场，
通
过宣传教育，充分调动人民群众
共同创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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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

上图为幸福村 270 弄 1—6 改造前破败、
脏乱的原貌。
左图为经过改造后，幸福村 270 弄 1—6 号
焕然一新。
齐传彬 摄
大部分居民是很支持改造的。但房屋的朝向、大小多种多
样，无法像“切豆腐”一样整齐划一。特别是有些居民曾经通
过私自搭建，拓展了不少居住空间，觉得改造反而会让自己
的面积
“缩水”，不愿配合改造工作的开展。
基于此，街道主动牵线搭桥，为居民自发成立的改建工
作小组腾出办公场地，并依托其在居民自治中的力量，逐一
上门做好未签约居民的思想工作。
“过去的厨房和卫生间都
是共用的，生活很不方便。现在进行改造，自己不用花一分
钱，改造后每家每户厨卫独用。在外租房过渡期间，政府部
门每月还会补贴一定的过渡费。”改建工作小组的发起人平
纪隆说，也正得益于这些丰厚的“条件”，经过数月的劝说，最
终打动了原本不同意改造的那批居民，
实现
“三个百分百”
。

“掐”着厘米算出的幸福
“绣花”功夫，既讲究抓得准，又要求做得细。在保证每
户居民都能拥有独立厨卫的基础上，如何设计改造方案，确

保所有居民的得益最大化、平均化，作为改造工程实施单位
的虹房集团也下足了功夫。
鉴于每户的人员情况和居住情况各不相同，改造方案又
没有标准样板可循，整个改造工作开展伊始，虹房集团便聘
请了专业的设计团队进行方案设计，做到“一户一方案”。同
时，委派专人进驻幸福村，和专业设计师一起挨家挨户走访
测量，
掌握第一手的数据。
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在政策规定范围内，通过整合可利
用的零散公用面积、加层等方式，实现房屋面积“再分配”。
考虑到居民受益的均衡性，有些居民的房屋位置也做了相应
调整。
虹房集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到，正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整个设计
方案的修改多达数十次，每次改动不
是以米，
而是
“掐”着厘米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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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各部门、
街道全力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为户外工作者撑起“遮阳伞”
本报讯（记者 齐传彬）8 月 8 日，申城迎来今夏第 14
个高温日，
“ 烧烤”模式持续开启。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
报，未来几天，本市仍将出现高温天气，极端最高气温达
37～38℃。高温之下，本区各部门、街道全力做好防暑降
温工作，保障户外劳动者健康，确保城市运行安全、平稳、
有序。
虹口在建工地众多，为确保工人安全，区建管部门深
入一线，检查落实高温施工作业时间管理要求，坚决查处
高温时段作业行为；
各工地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严格执行
带班制度，做好高温季节施工前的安全教育和安全交底，
并保障白开水、大麦茶和防暑降温药品的日常供应。同
时，区建管部门加强在建工地卫生防疫工作的宣传力度，
要求各工地做好食品和饮用水的卫生管理，
避免发生高温
天因食品变质引发的群体卫生类事件。
区绿化市容部门通过微信平台、班前班后会等形式宣
传防暑降温知识，
提高一线员工高温作业时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防范能力；各下属保洁公司纷纷开展“夏送清凉”活
动，每天为坚守在一线的员工们送去冰镇盐汽水、自制大
麦茶、绿豆汤、冰毛巾等防暑降温饮品、用品；各作业块结
合自身实际，
合理调整作业时间，
采取
“抓两头、避中间”的

方法，避开中午高温时段连续户外作业，保障一线员工伏
天安全。
为应对连续高温，
区公安分局迅速启动高温爱警惠警
措施：科学安排一线交警和巡逻民警勤务工作，通过轮换
作业，适当增加休息时间，避免出现长时间高温环境下工
作引发的中暑等情况；向一线民警分发防暑降温用品，并
定时定点供应冰水、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饮品。此外，区公
安分局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一线替班顶岗，
让一线岗位民警
得到适当的休息调整。
目前，
依托企事业单位、社区文化中心、党建服务中心
等设立的户外职工
“爱心接力站”已基本实现区域全覆盖，
方便户外职工忙完工作后快速找到避暑场所。在较早设
立“爱心接力站”的广中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不仅有冰箱、
微波炉、饮水机、充电排插等设施供他们免费使用，
而且有
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让他们参与其中，
丰富生活体验。结
合便民服务内容，
蒋家桥生活服务站还免费向户外职工提
供医疗咨询、修鞋、理发等服务，
为他们送去一份关心。
图为上午十点，
刚刚从岗位上下来的彩虹湾四期工地
的工人们，纷纷赶到防暑补水点饮用绿豆汤，补充作业时
流失的水分，
也降降温。
齐传彬 摄

区领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2018

BAO
本报讯（记者综合报道）夏季高温酷暑，极
易引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为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日前，
区四套班子领导带领区安监
局、消防支队以及相关部门、街道负责人，对本
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开展检查。
区委书记吴信宝一行来到江杨消防中队，
慰问部队官兵并听取消防安全工作情况汇报。
吴信宝高度赞扬了消防官兵的奉献精神，
他说，
广大消防官兵长期以来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始
终做到迅速行动、顽强拼搏、冲锋在前，为维护
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重大贡
献。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昂扬士气，守护一方平
安，
为推动虹口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做
出新的贡献。
区委副书记、区长赵永峰先后来到玖玖旅
馆、山寿里、63 街坊海泰建设工地、宝华建设工
地、四川北路街道和四平路密云路下立交等处
检查。针对建设工地容易引发安全事故的特
点，
赵永峰要求各方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职到位，
抓好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
强化安全意识，
做
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检查到位，切实消除安
全隐患。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延风一行来到位于山
阴路长山路口的堡华建设工地，听取了项目负
责人有关工程建设进展情况的汇报。吴延风要
求施工单位要高度重视高温期间施工安全工
作，切实加强现场管理，同时，要采取有效的防
暑降温措施，
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区政协主席石宝珍一行来到广灵四路新城
金茂府建筑工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石宝珍详
细询问了高处作业人员的安全保障、防护设施
规范搭设、施工消防用品及设施配备等情况。
她提醒施工方要高度重视，
加强安全防范措施，
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区委副书记洪流一行来到曲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
安全生产检查。在详细了解了电梯等特种设备运行维护等
情况后，
洪流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加
强安全隐患定期排查，
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和安全管理措施，
确保人员密集场所公共安全。
区领导贺毅群、王智华、张伟、杨春花、汪朝阳、陈良、周
嵘、张雷、张强、徐爱娣、符杰普等参加检查。

上港邮轮城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近日，上海市旅游景区质量等
级评定委员会公布新一批“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名单，上港
邮轮城成功入选，
成为本区首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
据了解，2016 年，在本区推进国家邮轮旅游实验区建
设的背景下，上港邮轮城项目应运而生。目前，坐拥 1200
米滨江岸线的上港邮轮城囊括了彩虹桥、一滴水、音乐之
门、车立方等特色景观以及贯穿北外滩滨江区域的“最美江
景步道”，已成为市民、游客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同时，设立在国际邮轮码头与滨江绿地之间的“文化长
廊玻璃墙”，则通过图片和二维码展示“码头衍变”
“西学东
渐”和“名人踪迹”的故事，让市民轻松了解浦江沿岸的百年
历史。
除了滨江美景，近年来，随着上港足球队官方授权店、
上港全超进口超市和邮食荟美食城等设施的相继出现，上
港邮轮城的服务功能不断完善。今年 9 月，来自德国的全
新室外游乐设施“魔都矩阵”也将对外开放。据介绍，这个
有 6 层楼高的游乐设施由巨人秋千、疯狂滑梯、低空蹦极、
亲子游乐区等项目组成，
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家。

虹口区无违建创建先进居委名单公示
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无违建居村（街镇）创建工
作的实施意见》
（沪委〔2017〕58 号）要求，经虹口区‘六无’
居委（街道）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对各街道前期申
报创建居委进行初评，现有以下居委达到无违建创建工作
先进居委标准，
拟申报区委、区政府审定。为进一步听取社
会各界意见，
接受群众监督，
现将第三批无违建创建先进居
委名单予以公示：
街道名称

居

欧阳

幸福村、
欧四、
大二、大三

委

名

称

江湾

车南、
新南、丰镇二

凉城

汶一、
汶二、广凉、秀苑、华一、
凉二、
馨苑

嘉兴

和平、
大连、垦业、宝元瑞鑫

广中

广二、
同济、横浜、恒业

公示期为即日起 5 个工作日，即 2018 年 8 月 9 日-8 月
15日。凡对上述单位无违建创建工作有异议或建议的，
可在
公示期间以实名、
书面或邮件形式向区
‘六无’
居委（街道）创
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
对所反映的具体问题应提供相
关事实依据并如实表述，
信函有效期以邮戳日期为准。
联系电话：65018624
传真：65027970
电子邮箱：hongkouchaweibai@163.com
来信请寄：平凉路 67 号（区拆违办）
邮政编码：20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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