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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小二”公布联系方式随叫随到
中部功能区管委会做细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
■本报记者

殷建华

日前，卢比克魔方园区物业经理陈女士发现园区的上网
速度明显快了很多，岁末年初各类报表繁多，她再也不用为
网速“抓狂”了。陈女士说，她曾多次报修网速慢，但一直没
能妥善解决，这次多亏了中部功能区工作人员帮忙，彻底解
决了她的烦恼。
据了解，虹口区中部功能区建立以来，主体单位之一长
远文化集团以提升楼宇、园区档次为目标，认真落实“楼长
制”
“园长制”，做细基础工作，联手相关部门，切实解决企业
的实际困难，
努力以优质服务争当金牌
“店小二”
。

总经理的十六套
“账本”

本区稳步做好积水改善工程

华严路告别﹃水汪汪一片﹄

“辖区内有 35 栋楼、70 万平方用房、3022 家企业，税收
……”，说起中部功能区的情况，中部功能区管委会办公室主
任、长远文化集团总经理戴万林了如指掌，连公交线路走向、
沿街商铺数量都脱口而出。
他的办公桌上，
堆着厚厚的十六套
“账本”
。据他介绍，
为
了落实好
“楼长制”
“园长制
“，
中部功能区管委会在成立之初，
就组建了一个七人工作组，
其中还新招了四名大学生，
专门着

本报讯（记者 齐传彬）近日，华严
路（场中路—万安路）积水改善工程顺
利 完 工 ，累 计 敷 设 DN1000 雨 水 管 670
米，并同步翻排周边雨水支管和污水管
道，将有效缓解暴雨和汛期的道路积水
情况。
华严路（场中路—万安路）沿线住宅
小区密布，
商铺和车辆修理厂较多，早晚
高峰交通压力大，施工作业面狭窄。为
保证工程有序推进和居民安全出行，施
工前，
区建管委与街道、交警部门沟通协
商，
制定分段封闭施工方案，并深入居民
区召开通气会，介绍工程概况。同时，
结
合居民意见，协调物业单位临时开放丰
镇路、水电路等道路沿线的小区出入口，
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出行的影响。
施工过程中，由于工程开槽埋管区
域的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区建管委组织
各管线监护单位的技术人员到施工现场
踏勘，将施工图纸上标注的管线位置逐
一核实交底。对于标注不清的管线，则
在开挖前进行样洞探摸，最终确保了管
线事故
“零出现”
。
据介绍，以道路积水改善工程为契
机，区建管委还积极与燃气公司和自来
水公司联系，携手对该路段的相关市政
公用管线进行了全方位维护更新。同
时，配套实施道路大修工程，对车行道、
人行道等进行翻挖新建。
区建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区部
分区域的地下排水系统建成年代早、管
网老化程度高、设计标准低、管径小等问
题突出，难以应对暴雨来袭时快速增加
的排水量，
从而导致暴雨时路面
“水汪汪
一片”的情况。区建管委将会同相关单
位，每年实施一定数量的道路积水改善
工程，
让市民出行更加安全便利。

寒假第一课：学习垃圾分类
本报讯（记者 钱晶）1 月 24 日，本区中小学生开始放
寒假。日前，江湾镇街道在辖区内开展多场“大手牵小手，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主题活动，学生们在居民志愿者带领
下，学习垃圾分类，践行环保理念。
在江湾镇街道蔷薇里小区，来自上海市外国语大学附
属民办外国语小学的同学们，
在“虹·湾天使”团队志愿者的
带领下，体验最新的垃圾分类操作模式。据了解，
蔷薇里小
区内的“两网融合”定时定点分类投放试点智能化垃圾箱
房，是虹口区启用的第一个“两网融合”A 类示范点。学生
们体验了一把定时投放垃圾，并参与了垃圾分类大转盘、跳
房子、手持公益画框拍照等互动游戏。主办方表示，
将开展
更多此类活动，促进孩子从小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培养“悦读”习惯 重塑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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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梳理楼宇、园区情况。工作组通过发放问卷调查、实地走
访、查阅各种相关资料等方式，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形成了
每个楼宇园区的提升方案，
最后汇编成了两套专题调研报告。
翻开其中一本，记者发现收录的 16 个楼宇提升方案不
仅包含了楼宇的基本情况、运营现状，还给出了分析与建
议。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本汇编材料里，每个楼宇入驻
企业的室号、企业名称、租赁面积、注册地等信息都逐一作了
记录，
堪称
“服务地图”，为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24 小时待机随叫随到
企业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就是功能区服务的重点。在走
访中，工作人员了解到很多楼宇、园区建设于 90 年代末 20 世
纪初，经营环境日益跟不上商户的需求，导致商户流失。针
对此类情况，中部功能区管委会协调各相关部门，帮助企业
提升楼宇园区经营环境，
留住商户。
如位于四川北路的一栋楼宇，建成于 2009 年，经过十年
的经营，亟需提升经营环境。物业方已将楼宇内部装修完
毕，但楼宇外部配套绿化、公共设施和外立面等方面，经营者
有力却无处使。当工作人员张婷婷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带
着楼宇负责人走访了区绿化市容局、区建管委、区规土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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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因春节放假，本报 2019 年 2 月 7 日、2 月 11 日停刊
二期。

张燕丽

“这个东西真不错！现在无论是落
雨落雪，
买菜都不怕了。”家住景明花园
的陶阿姨，
指着设置在小区入口的一排
四四方方的储物柜赞叹道，
这正是区商
务委全力推进的社区智慧微菜场。
2018 年，本区共建成 20 家社区智慧微
菜场，
顺利完成年初制订的实事项目任
务。通过“网订柜取”
“社区直投”的买
菜新模式，
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更为便捷
的生活服务。

“足不出社区”
买菜 特设平价专栏

近年来，为补齐菜市场的配套短
板，实现菜篮子工程建设向社区“最后
一公里”的延伸，区商务委一直积极推
进社区智慧微菜场的建设。
景明花园离轨道交通大柏树站很
近，周边交通便捷，但居民买菜却不太
方便。
“ 买菜要走到广灵四路或者腾克
路，走过去至少一刻钟，再拎着菜走回
来，真是吃力。”陶阿姨告诉记者，碰到
天气不好，
这样的不方便尤为明显。
去年夏天，
社区智慧微菜场
“安家”
景明花园。小区入口处的储物柜有常
温、冷藏、冷冻三种功能。居民只要每
天晚上 12 点前，刷刷手机在网上下单
买菜，第二天蔬菜就能到达柜中，居民
可以随时到柜前自提。
新建的彩虹湾大型居住区也存在
着菜市场配套建设较为滞后的问题，
区
商务委把两家社区智慧微菜场布局在
此，为近 3000 户居民提供便捷、新鲜、
价廉、安全的食用农产品，居民通过网
订柜取、自助售菜方式，享受 24 小时
“足不出社区”的买菜服务。
目前，
设置在景明花园的社区智慧
微菜场由
“食行生鲜”提供服务，
记者在
“食行生鲜”app 上看到，居民可在线采
购蔬菜、水果、肉类蛋禽、粮油副食等
11 大品类 6000 多种商品。此外，特设
“平价菜场”专栏，大白菜售价每斤 0.8
元，去根冬笋每斤 8.99 元……不仅如
此，
居民还可以追溯商品种植、加工、仓
储、运输、销售的全过程。景明花园的社区智慧微菜场自投
入使用至今，
平均每个月的销售额在 35000 元左右。

搭好联络平台 按需布设网点

建设社区智慧微菜场是一件利民便民的好事，但在推
进过程中，
也存在着不少难点。如
“落地难”，储物柜进驻小
区，
放在哪里？使用小区公共空间，
相关费用如何收取？为
此，区商务委牵线搭桥将运营企业带到街道、物业公司走
访，
介绍项目情况，
为运营企业提供一个优质的工作联络平
台。此外，
通过委托食行生鲜、易小鲜等运营企业做好前期
调查工作，
优先在菜市场布点盲区建设社区智慧微菜场，
实
现
“按需设置”，满足群众的日常消费需求。同时，
区商务委
在社区开展食品安全追溯进社区活动，结合食品安全向群
众介绍社区智慧微菜场。
据介绍，本区从 2015 年起推进试
点社区微菜场项目，至今共建设完成
52 个社区智慧微菜场。区商务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本区 2019 年将继续推
进该项工作，为更多虹口居民带来实
惠与方便。

“家门口”年味足
本报讯（记者 齐传彬 孙洁静）农历新年临近，
各个
社区的年味也日渐浓烈。日前，四川北路街道山一社区
的居委干部们在弄堂里挂起了一串串大红灯笼，石库门
内一派喜气洋洋，
工作人员还为老街坊们贴春联和福字，
送上暖暖的新春祝福。
在嘉兴社区，一场“翰墨丹青溢书香，藏字春联迎
新年”主题活动在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来自
红叶书画院的书法家们现场挥毫泼墨，为社区居民书
写包含“复兴、追梦、奋进、新思想、新时尚”词汇的藏字
春联。浓浓的墨香和传统年味，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
居民。活动中，在街道“征春联”活动中脱颖而出的优
秀居民获得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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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发
“二传手”到自主品牌卖家
——七浦路商户的新时代转型之路
■本报记者 张燕丽
岁末年初，商业氛围热烈浓郁，橱窗造景美轮美奂，成为
都市里一道风景线。日前，在老牌商业地标七浦路，26 家服
饰商户也搭台举办了一场服装设计大赛，在吸引顾客眼球的
同时，也借此机会打响原创品牌。近年来，七浦路上的商户
们不断谋求转型发展之路，他们的根据地兴旺国际服饰城，
也在时代潮流中发生着巨变。

商户钟建敏：13 平方米小铺发展出 20 多家加盟店

“谢谢你们帮助我儿子复学”

部门，为楼宇的改建提升工作打下了基础。在另一栋大厦的
招商过程中，意向企业在了解了楼宇的地理位置、租金优势
后仍然犹豫不决，听了张婷婷对虹口的政策优势介绍后，企
业这才下了入驻的决心。正如卢比克魔方园区的陈女士所
言，初来乍到虹口，对区内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对实际经营中
的各种难题无从下手，而园长、楼长的介入，让企业在虹口开
展各项工作更有信心了。
为了让民营企业及时得到帮助，中部功能区工作人员 24
小时待机，随叫随到。新税法实施以来，管委会会同区投促
办（企业服务局）、区税务局，在楼宇内召开了个税解读现场
咨询会，针对专项附加扣除的重点、难点及企业提出的问题，
请税务局专业人员当场答疑解惑，
帮助企业解决困惑。
戴万林表示，中部功能区管委会办公室将继续加强与业
主、经营方沟通，形成与楼宇、园区的共识，并通过探索税收
与激励措施相挂钩，促进企业的经营发
展。另一方面，长远文化集团将主动对
接园区产权方，适时引导其示范经营，引
领民营企业发展。同时，也希望得到更
多管理部门的支持，共同服务好民营企
业，
为虹口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

■本报记者

本区推进社区智慧微菜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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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公里﹄买菜问题不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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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童装的钟建敏，
是兴旺服饰城里乐于
“转型”
的代表。
“70 后”的钟建敏是浙江人，父亲拥有一家电器厂，用流
行语来说，钟建敏算得上是“富二代”。一次，到上海游玩的
钟建敏来七浦路兴旺服饰城逛了一圈，各具特色的店铺、琳
琅满目的服装，以及密集的人流量吸引了她的目光。
“我也可
以来这里开店啊！”本应继承父业的钟建敏，萌生了自己创业
的念头。
2005 年，钟建敏在兴旺租下了 13 平方米的店铺，主营童
装，货源来自亲戚开的外贸加工厂。
“说实话，那几年生意很
好做。”钟建敏守着 13 平方米的店铺很满足。到 2010 年，随

着“外贸原单”店越来越多，钟建敏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加
之兴旺内部业态的调整，钟建敏开始往代理童装品牌方向发
展。事实证明，钟建敏的第一次转型走对了。
“2011 年、2012
年那些做外贸原单的，
根本拿不到货了。”钟建敏说。
然而，钟建敏并没有沉浸在转型成功的甜头里，她在思
考着第二次转型。
“当年做品牌代理，我处于这个产业链的最
末端，自主权比较少。”钟建敏又尝试走自主品牌之路。她先
是在 2011 年找设计师开打板室、找加工厂，到 2013 年正式操
作品牌运营。
如今，钟建敏在兴旺服饰城有 3 个店铺，共 100 多平方
米。不仅如此，有了品牌后，钟建敏已经不满足于自产自销，
她还发展起了加盟店，目前已在全国发展了 20 多家加盟店，
此外，品牌还拥有六十多个固定批发客户。每年，钟建敏运
营的品牌分别在春夏和秋冬发布新品，举行订货会。
“依靠品
牌维持客户粘性，而不是来批发一次就结束了。”两次转型，
让钟建敏始终拥有稳定的客源，对于自己选择的这条路，钟
建敏自豪地表示
“没有走错”
。

商户魏云革：创立自主品牌实现
“财富自由”
不同于家境殷实的钟建敏，
“80 后”魏云革全然白手起

家。然而前不久，魏云革在微信朋友圈宣布，今年他将关闭
自己在兴旺服饰城里的实体店。问及原因，他说：
“我开店近
十年，
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
魏云革来自安徽农村，2005 年，魏云革怀揣 2000 元来到
上海打工，做过钳工、熨烫工、酒店服务员、软件售后服务、餐
饮酒店管理等，因学历低收入有限，最拮据时，魏云革不得不
把公交卡退掉换取押金度日。即便如此，他也未曾动摇过扎
根在上海的念头。
“80 后是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
代人，虽是农村的孩子，但不想沿袭父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生活方式，上海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处处是机会，我觉得
只要肯付出肯努力，
一定会有回报”
。
带着这样的坚持与信念，魏云革凭借在兴旺服饰城一家
店铺打工积累的经验，开始了自主创业。魏云革觉得，随着
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穿衣服时不但会在意外在美，慢
慢也会更加注重贴身衣物的品质。2009 年 9 月，魏云革在兴
旺服饰城开出了一家男士内衣店。一开始，魏云革走的是品
牌代理路线，
后期，
他创立自主品牌，
开始了自产自销模式。
他在安徽老家建起
工厂，工人大多是村里的
下转▶2 版
亲戚。

新时代 追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