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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数据”瞄准“娄阿鼠”行踪
通讯员 崔顺成

今年 4 月 5 日，公安虹口分局江湾派出所连续破获了 2
起入室盗窃案件。根据线索，民警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昌
某并将其抓获。然而，昌某到案后拒不承认犯罪事实，而街
面监控视频也无法直指其犯罪行为。为进一步确认昌某的
犯罪行为，江湾派出所民警根据案发当天昌某的行踪，发现
其曾在某银行 ATM 机上有过存款行为。最终，民警通过比
对昌某所存钱款和被盗钱款的人民币冠字号，将铁证放在了
昌某面前，
让其无从辩驳。
这是今年以来虹口公安分局江湾派出所破获的第 10 起
入室盗窃案件，也将此类案件的破案率始终保持在 80%以
上。今年 1 月以来，公安虹口分局江湾派出所围绕“快破大
案、多破小案、预防发案”工作要求，有效提升入室盗窃打击
破案效能，以打促防，做精做深，切实保障群众利益，提升辖
区居民安全感。

调优架构 厘清职责

昔日垃圾角 今日小花园

为有力助推入室盗窃类案件侦破工作，江湾所着力优

凉城新村街道水电小区疏导社区治理难点

■本报记者

化顶层设计、强化现场勘查、提升串并效率。今年初，江湾
所便在全所范围内广招“能人义士”，采取岗位面试的方
法，挑选拥有一技之长的民警及辅警，成立了一支由 5 名民
警、2 名辅警组成的入室盗窃打击专班，并根据组员特长，
细分了案件研判、图像侦查、现场勘查等职能，为案件侦破
提供有力支撑。入室盗窃打击专班成立以来，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 3 名，破获入室盗窃案件 7 起，破获入民宅盗窃案件
6 起。
同时，所内坚决做到派出所值班领导每案必到现场，第
一时间调度各级力量，提高入民宅盗窃案件的现场勘验质
量，为打击破案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形成了刑科所技术员、
案件侦查员、属地社区民警“三位一体”现场同勘制度，确保
现场勘查速度及质量双提升。
江湾所将所有入室盗窃类案件建立“一案一档”，强化线
索研判和数据利用，重点对体貌特征、现场影像、作案手法等
信息进行串并，进一步归纳出嫌疑人共性特点。4 月 13 日，
万寿街一小区发生一起入室盗窃后，通过视频线索比对，发
现嫌疑人驾驶电瓶车的习惯与之前一起案件中的嫌疑人非
常吻合。反复比对另外两起后，发现不仅作案时间和手法相

似，衣着特点也极为相近，成功将 3 起案件进行并案侦查，最
终锁定并抓获嫌疑人张某。

多措并举 打防管控
在侦破入室盗窃类案件过程中，江湾所高度重视日常工
作的数据积累，将查处的违法犯罪人员、带所审查却无法处
理的可疑人员和比对发现在辖区工作且有前科人员的基本
情况和人像资料进行积累。同时，对未破案件的图像监控资
料分类保存，至今积累 300 余份对象资料，通过“大数据”海
量视频查阅和多角度对比分析，进一步提升入室盗窃案件图
像追踪能力。
打防同步也是江湾所在侦办入室盗窃类案件中的关键
所在，该所高度重视入室盗窃案件回访工作，将此项工作纳
入民警日常绩效考核中，在案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安排民警上
门回访，进一步明确案件细节，反哺破案工作。江湾所积极
争取街道相关部门支持，在社区、老年活动中心、商务楼等区
域召开现场会、警情通报会，提醒居民落实针对性防范措施，
辖区入室盗窃类警情同比下降 48.7%，切实形成“全民动”的
防范氛围。

张燕丽

“为民办事，
尽心尽责”。本月初，
居住在凉城新村街道水电小区的仇耀
芳来到水电居委会送上了一面锦旗。
仇耀芳告诉记者，这是为了感谢居委
会清除了小区里的
“垃圾死角”
。

关于生活饮用水
卫生部门会定期定点采集生活饮用水样品，监测
生活饮用水水质并定期对外公布“二次供水水质监测
结果”
。
监测指标包括微生物指标 4 项，理化指标 30 项，
监
测项目包括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
菌、菌落总数、砷、镉、铬、铅、汞、硒、氰化物、氟化物、硝
酸盐、三氯甲烷、四氯化碳、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
可见物、pH、铝、铁、锰、铜、锌、氯化物、硫酸盐、溶解性
总固体、总硬度、耗氧量、挥发酚类、阴离子合成洗涤
剂、总氯、氨氮。
饮用水水质基本要求是什么？生活饮用水水质应
符合三项基本要求：一是水中不得含有病原微生物，二
是水中所含化学物质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三是水的感
官性状良好。
生活饮用水出现异常怎么办？首先判断是否仅是
自己家的水有问题。如果是，
需先查找自己的原因，查
不清原因可以向供水或管水单位反映。
如果不仅自己家饮水出现异常，所在居民楼、小区
均出现同样的异常情况，则应立即与本地卫生监督机
构联系，反应有
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栏（17
17）
）
关情况，请求协
助解决饮水污
电话总机：
电话总机
：65858999 网址
网址：
：www.hkcdc.sh.cn
地址：
地址
：
长阳路 197 号 邮编
邮编：
：
200082
染问题。

星港国际中心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讯（记者 柴斌）5 月 10 日，
区建管委牵头，
组织市、
区各相关专业职能管理部门在星港国际中心项目现场召开
综合验收会。市住建委副主任裴晓、副区长周嵘出席，并为
星港国际中心建设单位共同颁发了竣工验收合格通知书。
据悉，
星港国际中心项目位于虹口区北外滩区域。该项
目由两栋双子办公塔楼、
三层高主题商业裙房和六层地下室
组成，
基坑深度 36.5 米，
为截至目前上海市最高双子塔楼。
该项目由上海星外滩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开发，于 2014
年 8 月 29 日正式开始桩基施工，整个施工期耗时近 5 年，具
备所有法定验收条件后，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正式
开始提交综合验收。
未来，星港国际中心将成为北外滩区域乃至上海又一
标志性建筑，
为推动虹口商业发展做出贡献。

欧阳“家园党建”工作骨干参加培训

脏乱“死角落”变身

本报讯（记者 孙洁静）5 月 11 日，
“陆氏针灸”国家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陆李还、
“朱氏一指禅”代表性传承人朱鼎
成做客
“虹口健康百家讲坛”，以专题讲座的形式，
与社区居
民分享了海派针灸、推拿疗法的发展历程。
据悉，作为海派中医流派的杰出代表，
“陆氏针灸”是我
国迄今为止唯一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上海
本土针灸流派。而“朱氏一指禅”推拿疗法，则凭借其在保
健和治疗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对中国近代推拿的发展起
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 曲姗姗）5 月 14 日，区委组织部、区委老
干部局、区委党校联合举办 2019 年虹口区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书记培训班。
培训班邀请区委常委、副区长高香作区情通报。区委
常委、组织部长杨春花出席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
高香从着力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开放
型经济体制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
美丽虹口、着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着力推进各项民生和社
会事业五个方面，为老同志详细介绍了今年以来虹口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情况。
杨春花强调，
要提高思想认识，
认清新时期加强和改进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的重要作用。要突出政治引领，把
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纳入党建工作总体布局。要聚焦中心
大局，
切实提升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实效。

本报讯（记者 柴斌）5 月 10 日，虹口区垃圾分类宣讲
培训会举办。
会上，两位主讲人分别就《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的贯彻落实，
以及垃圾分类达标、示范小区和达标单位创建
过程中应把握好的关键环节，居委、物业在创建达标、示范
小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应把握的重要方面，和垃圾分类
过程中常见的误区作了详细的讲解。
据悉，接下来，本区彩虹宣讲团将切实做好条线、辖区
内的垃圾分类宣讲工作，
“ 一传十”
“ 十传百”形成辐射效
应。同时，
各街道也将深入辖区内各单位和小区，
积极推进
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为七月一日《条例》实施营造全民自觉
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在创建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区”的关键时刻，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打好垃圾
分类工作的攻坚战、持久战。

水电小区 8 号和 10 号这两幢一前
一后的居民楼紧邻水电路，8 号楼和
水电路之间“零距离”，10 号楼则和水
电路之间存在约四五米的“空隙”，于
是，此处形成了一块约 50 平米、似扇
形的空地。早些年有居民利用这块空
地 搭 建 了 房 屋 ，存 在 较 大 的 安 全 隐
患。后来在街道的整治下，此处违法
建筑被拆除。
然而，由于部分居民贪图方便，
时
常高空抛物，加上这里是一处封闭场
所，
给日常清扫带来阻碍，日积月累之
下，
便成了垃圾成堆、臭气熏天的卫生
死角，
住在底层的居民苦不堪言，
住在
高层的居民也因垃圾腐败散发出的异
味不敢开窗。
“旧家具、竹竿、瓶瓶罐罐，各种各
样的垃圾都有，总之就是乱七八糟。
苍蝇蚊子飞虫，多得不得了。”仇耀芳
回忆道。

中医非遗传承人做客“健康百家讲坛”

E-mail:hkbs765@163.com

本区召开垃圾分类宣讲培训会

小区暗藏
“垃圾堆场”

居民们对此颇有怨言，不少人跑
到居委会诉苦埋怨。事实上，居委会
也组织力量清理过这里的垃圾，但很
快又
“死灰复燃”。如何彻底解决这一
卫生死角问题？如何解决居民的诉
求？水电居委会在 8 号和 10 号楼开展
征询和协调工作，全力以赴让这块
“灰色地带”旧貌换新颜。
通过前期排摸走访，居委会初步拟定了将该地块改造
成“小花园”的方案。接着，居委会就开始了正式的征询。
通过印发征询单，由 8 号和 10 号楼的楼组长将征询单一家
一家送至居民手中。这两幢楼中有很多出租屋，房主不在
此处居住。对于这些房主，居委会采取了电话告知和征询
的方式。最终，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同意进行改造。
水电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薛光敏介绍，该地块比正常地
面要高出 80 厘米左右，
造成了周边区域排水和通风不畅，
这
也导致了 8 号和 10 号楼一楼的居民内墙发霉。为此，
在改建
时，
先将地面整改至正常高度，
又开挖了地沟以利于排水。
经过一个多月的翻新，原来的“垃圾堆场”变成了绿意
盎然的“小花园”，全新的面貌让居民们欣喜不已。
“我们小
区虽然是一个老小区，但是，这些年来不是越来越旧，而是
越来越新、越来越美了。”仇耀芳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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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开班

公安虹口分局江湾派出所切实维护辖区居民安全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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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健康家庭 共享幸福生活
四川北路幼儿园举行“5·15 国际家庭日”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钱晶）5 月 10 日，主题为“共筑健康家庭，
共享幸福生活”的 5·15 国际家庭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四川北
路幼儿园举行。
现场，亲子阅读家长沙龙、祖辈教育讲座与亲子多肉植
物种植三个环节，
让家长和孩子们充分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和重要性，不仅学到了促进家庭健康的育儿方式，也让家长

与孩子有了更好的亲子互动。
据悉，在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四川北路街道在社区广
泛树立健康家庭理念，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
促进健康家庭建设，
这次活动也是旨在传播家庭保健、科
学育儿、优生优育、养老照护、家庭文化等科学知识，倡导健
康生活理念和健康生活方式，
促进
“人人健康，
家家幸福”
。

善良经不起“透支”
■米

近日，某位著名相声演员的徒弟因脑溢血入院后，其
家属在某众筹平台上发起众筹，目标金额是 100 万，引来
众多热心网友的转发和捐款。但是，这位病人明明“在北
京有房有车有医保”，而且，
“脑出血一般自付十几万即可
治好”，却要众筹 100 万？该病人的妻子表示，两套房子
不在夫妻名下，无法出售；车子是她婚前购置，现下要用
来接送病人就医，也不能卖；至于众筹 100 万，因为脑出
血手术后要定期做理疗，要请护工，要租房子等等，花费
还是很大的。
在常人的观念中，已经到了要发起“众筹”的地步，那
必然是因为个人实在走投无路了。所以，公众都愿意献
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来帮助那些确实需要救助的人。
但是，看完众筹发起者的回应，很显然，他们并非“走
投无路”。这样的“众筹”，在笔者看来，分明是要让网友
为他们一家人“不降低生活水准”而“买单”。更让人气愤
的是，发起者还强调她没有逼捐，言下之意，捐款是网友
自愿。可是，网友的“自愿”难道不是建立在她们众筹时
勾选了
“贫困户”
的标签吗？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众筹平台的兴起，很多家庭条件
确实困难的重大病患者通过网络筹款得到了救治。然
而，在诸多发起众筹的事例中，却也存在不少“鱼目混珠”
者，
一次又一次地
“透支”
着公众的善良。
此前，罗某明明家境优越，开着公司有着几套房子，
却在女儿得了重病后编故事哭穷，短时间内筹得数百

粒

万。当有人揭露了罗某的真实情况后，他辩解说自己的确
有三套房，但是一套要给儿子，一套要给老婆，还有一套要
留给自己养老。女儿的病得治，自己的财产不能少，所以，
他选择利用别人的
“善良”
来众筹治病款。
“狼来了”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关于它的寓意，
自然是深入人心——做人要诚实、不要说谎。笔者觉得，
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不要去“透支”别人的
善良。
前文述及的这些人，就好像故事“狼来了”里的那个小
孩，消费着公众的信任，愚弄着公众的情感。故事里的小
孩最终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但是，
“ 透支”公众善良的
那些人，
引发的后果要比故事里的小孩恶劣得多。
因为他们“透支”了公众的善良，下一次，再看到有人
发起的“众筹”，公众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是不是真的？
我会不会被骗？”因为他们“透支”了公众的善良，面对有人
发出的求助，可能那些原本想要伸出援手的人选择了退
却。因为他们“透支”了公众的善良，那些真正遭遇灾难的
人很有可能将得不到救助。
遇到乞讨者，大多数人选择
了绕道而走；看到摔倒的老人，
大多数人选择视而不见……这
都是随意消费公众的爱心和善
良而结出的“恶果”。善良是经
不起
“透支”
的。

宫外孕后重为母亲 “生育热线”来援助
■本报记者

钱

晶

孕卵在子宫腔外着床发育的异常妊娠过程，称为“宫外
孕”。一般来说，
治疗以手术切除病侧输卵管为主，
不过若为
保留生育功能，
也能选择切开输卵管取出孕卵。这种方法就
让很多宫外孕的准妈妈们获得了重新自然受孕成为母亲的
机会，而上海首条“生育援助热线”的设立，就是为了帮助宫
外孕母亲这一特殊的群体。
在
“生育援助热线”定点医疗机构的爱心病房里，朱女士
（化名）正躺在病床上，虽然刚刚经历手术有点疲惫，但脸上
还是难掩幸福和喜悦。朱女士结婚仅一年多，
却两次遭遇宫
外孕，第一次已经切除了一侧的输卵管，而此次好不容易怀
孕，却被发现另一侧又是宫外孕，眼下，输卵管又破裂出血，

面临被切除后终生不育的困境。一个偶然的机会，
她了解到
“生育援助热线”已帮许多宫外孕的准妈妈重做母亲的信息，
于是，她也求助到“生育援助热线”，没想到不仅连夜成功做
了输卵管宫外孕病灶切除术和输卵管成形术，
保住了宝贵的
一侧输卵管，
而且还得到了热线的医疗扶助和关心。
据悉，如今不孕不育率已约有 12%，即每八对夫妻就有
一对不孕不育，其中，因宫外孕被切除输卵管占相当的比
例。这些特殊群体因生不出、或保不住、求子不得的双重痛
苦，既令患者身心交瘁，也在一定程度影响家庭与社会的稳
定。因此为了帮助更多家庭圆生子梦，即日起，
“ 生育援助
热线”还将再度扩容，将公益医疗扶助从妇科检查、B 超，扩
大到输卵管造影，并将援助范围从本市扩大到江、浙、皖来
沪女性。

本报讯（记者 张雯珵）日前，
欧阳路街道第二期
“家园
党建”工作骨干培训在区委党校举行。
在为期三天的培训中，
百余名党小组长、党建责任区负
责人、党支部书记等党员骨干，聚焦党支部工作务实、社区
治理、垃圾分类等内容，
接受专题授课，
进行经验交流。
据了解，
“家园党建”是通过构建党总支
“街区联建”、党
支部
“责任区共建”
、党小组
“楼组自建”的工作方式，
实现每
幢居民楼都有党的组织、党的工作，
让每名党员都在社区发
挥作用，
旨在进一步完善社区党建领导基层治理凝聚力。欧
阳路街道自去年 8 月在部分居民区试点
“家园党建”
工作。
街道方面表示，
党员骨干长期处在基层工作的最前沿阵
地，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全面提升党员骨干的整体素质，
是家
园党建工作持续推进的迫切需要。今后将进一步抓好党员骨
干这支队伍，
让每名党员发挥作用，
共同推进家园党建工作，
形成
“种好责任田，
治理出良田，
幸福到心田”
的良好局面。

区旧改指挥部与曲阳残联党建联建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陆强）5 月 13 日，区旧改指挥部与曲
阳残联党建联建活动在曲阳路街道“曲苑”举行。
活动中，大家首先在邓小平塑像前重温入党誓词，随
后在曲阳路街道残联残疾人活动中心举行了爱心捐赠仪
式。区旧改指挥部负责人回顾了近年来与曲阳残联开展
的党建联建工作，并将 1 万元捐赠定制支票赠予曲阳路街
道“二阳”机构。
据了解，
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以党建为引领，
呼吁社会
各界加强对残障人士的关心关爱，不断丰富社区残障人士
的文化生活，
提供优质服务，
聚焦这一
“关键少数”人群的需
求，
不断提升他们的安全感、满意度。
活动结束后，还在曲阳社区阳光之家开展了小型助残
爱心义卖活动。

认真领会学以致用 汲取力量主动克难
（上接▶1 版）营造最优营商环境，
打造干事创业
“最佳舞台”
；
突破
“服务居民”
的单一重点，
立足上海中央活动区（CAZ）的
商务定位，
把
“服务企业”
同样作为街道的工作重点。二是创
造条件
“干”
。作为既有高档商务楼宇又集聚二级以下旧里的
老城区，
缺乏社区发展载体是北外滩目前的短板和痛点。
“搬
家不如搬石头，
苦熬不如苦干”
，
我们将继续发扬
“三千精神”
推进旧改征收，
总结
“学霸妈妈”
等微更新经验、
深化社区规划
师专业引领的社区微更新项目，
加快推进美丽家园项目建设，
探索10项物业管理长效机制，
继续深化市民驿站
“蒲公英”
项
目、
融服务等品牌项目，
“螺蛳壳里做道场”
、
提升社区服务能
级和内涵。三是创新思路
“干”
“
。等不是办法，
干才有希望”
，
要跑出北外滩发展加速度，
只有苦干加巧干。我们将在春阳
里更新改造 1.0 基础上，
引入代理经租公司
“租房管家”
，
优化
营商环境实现春阳里更新改造2.0；
在苏州河口等重点区域开
展集中整治，
提升环境品质，
通过业态规划、
调整，
吸引社会资
本，
以点带面提升区域发展能级，
打造集中整治升级版。
江湾镇街道表示，
要发扬
“抢、拼、实”的西畴精神，
打赢
城市治理
“最后一公里的攻坚战”，建设管理好虹口北大门，
交出出色答卷。一要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努力营造美好环
境。深化“挂图作战”工作模式，把“垃圾分类、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彩虹湾配套、市民驿站建设、社区综合执法、大柏树
园区党建”等 18 项重点工作抓早、抓快、抓好，落实“美丽街
区”建设和城区精细化管理，
努力营造美好的社区环境。二
要以不懈拼搏的使命感努力建设美好家园。要冲峰在前，
探索整小区推进加梯模式，确保继续走在全区、全市前列；
要锲而不舍，持续发挥新时尚垃圾分类事务所的作用，让
“蔷薇花香”飘出虹口。三要以实干担当的责任感努力创造
美好生活。要坚持
“实”字当头、
“干”字为先，
围绕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着重抓好民生服务建设、社区环境建设、文
明风尚建设、社区民主自治建设、社区平安建设、社区党的
建设，当前要更加关注为老服务，更加关注就业创业，更加
关注扶贫帮困，
为群众创造更安全、更舒适、更幸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