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2年起，松江区开展了新一轮旧城改造。五年来，该区37个市级认定的旧改地块已全部启动

改造；累计解困签约5200户，签约率达83%；筹措建设旧改动迁安置房4500余套。今年旧城改造工作

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这是松江区委、区政府为了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高居民获得感交出的一份令

人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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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老城更新 保护历史文化风貌
——松江稳步推进旧城改造工作纪实

河水清澈见底，河中绿植遍布，河边干净整洁，经过全面治理的奉贤区奉城镇高桥村盐仓庙港以全新的面
貌呈现在村民的眼前。图为盐仓庙港一景。 通讯员 王菊萍 摄/文

河畅河畅 水清水清 岸绿岸绿 景美景美

□通讯员 陆欣

从解困出发保留浓浓乡愁
近年来，松江区各部门通力合

作，采取多项措施，以改善居民生
活质量为目标，努力将老城居民尽
快从危旧房中解困出来。

改造伊始，松江区成立了旧城
改造指挥部，下辖旧城改造推进办
公室，并建立了由区分管领导牵头
召开的每周旧改例会制度，形成了
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工作格局。
在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下，该区先后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旧城
改造的实施办法》《松江区加快解
决旧城区危旧房居民住房困难的
实施办法》《关于旧城区危旧房屋
解困补偿标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

文件，作为旧城改造工程的实施规
则。在配套资金上，松江区政府每
年安排不少于3亿元的专项资金用
于旧城改造。随着旧城改造的不
断深入，一些诸如家庭房产纠纷、
无证房屋确权等矛盾日渐凸显。
该区从居民的利益出发，不断创新
工作方法，相继推出了“坐堂门诊”

“联合调处矛盾协调会”“模拟法
庭”等平台，将相关政策解释、法律
援助落实到第一线，得到了众多动
迁居民的支持和认可。

考虑到旧城改造不仅需要改
善居住环境，还要为老城居民保留
一份乡愁，让老城更能留住老城
人。在安置房选址上，松江区充分
尊重民意，拿出老城区黄金地段建
造安置房，让老年人和弱势群体能

够在就近的交通便捷区域得到体
面、合理的安置。如今，该区已有
辰丰苑、泗泾大居、天汇佳园、庐秀
新苑四大安置房基地竣工交付，不
少动迁居民已陆续搬入新居。在
建中的茸北苑安置基地预计于明
年竣工交房，可提供 359 套安置
房；南站大居共有3个旧改安置基
地，计划提供 4030 套安置房，其
中一个基地已开工建设，预计于
明年底竣工，其余两个基地也将
陆续开工建设，预计于 2019 年下
半年竣工。此外，规划中的动迁
安置基地还有松江仪表厂、古城
大酒店地块，可提供约 1100 套安
置房源。

考虑到松江区旧改解困签约
体量大、速度快的特点，该区相关

职能部门、街镇和国有企业通力协
作，尽最大努力盘整资源，筹措安
置房源。在安置房建设方面，新松
江置业、新城公司、天威公司等区
属国企勇挑重担，严格把好工程建
设质量关，努力在安置房建设的用
材选料、户型设计、房屋质量等方
面做到精益求精。

整合配套资源共享发展成果
2013 年，随着 9 号线南延伸段

的通车，松江10万多老城居民可以
就近搭乘轨道交通去市中心。2015
年，第一条有轨电车选线落地老城
区，新的文化馆、图书馆、松江剧场
也在 9 号线醉白池站附近选址建
设。旧改工程是推进老城更新，统
筹新老城区发展的重要一环。在
稳步推进旧改工作的同时，该区注
重提升老城的各项公共配套设施
和服务，使老城居民能就近享受便
捷的交通、医疗、商业、文化等配套
资源。

□短讯

昨天还是违建 今天已成公园

奉贤：拆违还绿成常态 城市管理如“绣花”
□通讯员 潘丹云 周婧

本报讯 香樟、樱花、朴树、无患
子……奉贤区六墩村中心路两侧
的路边摊、垃圾、乱搭建的棚屋都
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
葱的公园。公园里的乔木、灌木品
种丰富，除了植被，园内还有小溪
流水、栈道木椅。几个月前，这里
还是成片违建，垃圾成堆。

六墩村经历拆违、修复和公园
建设，已完全不见曾经脏乱差的
状况。重新建立后的公园总面积
达 4.55万平方米，其中绿化修复占
2.38万平方米，成为六墩村一道独
特的景观资源，将过去的违章集建
区变成了群众休闲、娱乐的生态绿
地。这个占地约 33 亩的六墩小游
园，是奉贤区去年规划的 4 个拆违
后林地修复工程之一。

在全市，奉贤拆违点位最多，拆
违总面积和进度均名列前茅。下半
年，奉贤力争年底完成加压再加压
后的 1500 万平方米指标。随着工
作推进，奉贤拆违还绿已成常态。

“目前，全区已拆除违建4.14万
处，1177.4万平方米，远远超过年初
制定的700万平方米确保任务。”奉
贤区拆违办负责人介绍，通过拆违
后及时修复，建立公园，如六墩公
园、五宅公园等口袋公园，老百姓
明白通过无违建村的建立，切实解
决身边大量违法建筑带来的问题，
感受到拆违成果带来的好处，得到

附近居民老百姓交口称赞。拆违
是“大势所趋”，更多人加入了自
拆、帮拆行列。不少老百姓纷纷表
示，以前见不到阳光，晒被子也没
办法，现在终于能看到了。

东新市村作为奉贤区唯一一

个市级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重点地
块，通过了市相关部门的整治验
收，成为区示范农村。到年底，奉
贤区还将推进创建40个“无违村”，
并长效巩固控制违法建筑的新增
再建，加强加快生态修复，让违法

建筑的反弹回潮没有空间。
在拆违过程中，该区既讲原则

性，又注重合理性，真正做到让城
市管理也像“绣花”一样精细，将精
准化、精细化拆违作为奉贤的拳头
产品。

上半年金山区对146家违法排污企业处罚逾千万元

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通讯员 金言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金山区
环保局多措并举，严厉打击各类
环境违法行为。据统计，共出动
846批次、3538人次，监察企事业
单位2191户次，对280家存在各类
环保安全隐患的排污企业发放整
改通知书，约见各类排污企业 242
户次，共对146家违法排污企业作

出行政处罚，处罚金额 1054.7 万
元，累计征收排污费 418.5 万元，
受理信访 1245件。共对 31起案件
实施查封扣押，对4起涉嫌环境犯
罪移送公安部门。

在完善“一周一评一汇报”
制度方面，金山区环境监察支队
通过改变原有每周中队长例会的
形式，完善例会开展形式及汇报
内容，要求各中队通过表格梳理

的形式，汇报各执法中队一周工
作完成情况及问题。同时，为确
保错时执法工作机制常态化，该
区环保局结合本区化工及电镀行
业众多且存在夜间生产的情况，
加大对夜间及休息日的检查执法
力度，采用夜间蹲点执法、夜间
分时段循环检查、休息日巡查等
方式对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
点区域以及热点信访企业开展错

时执法检查。
此外，金山区环保局与区水

务局、区城管执法局等部门建立
了多方位联动执法工作机制。上
半年，在中小河道整治、污水厂
沿线涉重企业整治、违法违规建
设项目清理整治等工作中通力合
作，有效解决了以往职能交叉而
难成合力的问题。

奉贤：规范居村功能
畅通为民服务

日前，奉贤区召开规范居村功
能、畅通为民服务专题会议，传达
贯彻“8· 28”《关于规范居村功能、
畅通为民服务的指导意见》文件精
神，部署本区规范居村功能、畅通
为民服务工作。

据了解，奉贤区规范居村功
能、畅通为民服务工作，将从优化
制度、增强委办局下沉能力等方面
着手，以实实在在的服务增强居民
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与此同
时，该区还将进一步扩大政府购买
服务的范围，确保政府购买服务事
项应买尽买；加大培育社会组织快
速发展力度，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环
境，积极探索符合奉贤实际的社会
组织培育发展途径。

通讯员 孙燕 傅潇瑶

松江洞泾镇启动
长欣街坊改造工程

松江区 58 个旧街坊整体改造
已于今年全面动工。日前，洞泾镇
长欣街坊进入改造施工阶段。据
介绍，本次改造以长欣居委会为
主，涉及房屋建筑 18幢，建筑面积
3.7万多平方米，主体工程预计将于
今年底基本完工，共有 511 户居民
将因此受益。

据介绍，洞泾镇此次旧街坊改
造工程涉及房屋建成时间以 1988
年至 1995 年为主，范围东至同乐
路，西至同盛路，南至育才路，北至
洞莘路。在旧街坊改造中，洞泾镇
利用自身优势，将改造与科技有机
融合，运用了包括以铝板为主的生
态节能构架等一系列科技装置。
房屋外墙统一使用红棕色涂料，并
采取遮挡空调机位、修缮围墙等措
施，有针对性地逐个破除小区内存
在的“顽疾”。

据悉，本次改造计划采用透水
景观铺地、植草砖停车场等可持续
的城市排水系统，用以起到防暑降
温和促进水流自然循环，从而减少
排水压力的作用。

通讯员 松言

金山朱泾红菱居委会
安装充电桩方便居民

日前，金山区朱泾镇红菱居委
会在所辖的豫园雅郡和红菱苑小
区安装多个充电桩，里面不仅配备
了充足的插座，而且还设有遮阳避
雨的顶棚，方便居民电瓶车充电和
停车。

每天，骑着电瓶车上班的居民
返回小区，将电瓶车推至充电桩处，
只需塞入1元钱便可充电5小时。

据了解，未安装充电桩之前，
居民往往将电瓶车推进楼道内，见
缝插针地找插座充电，为此邻里间
还产生了不少矛盾，而有的干脆从
家中直接拉电线到底楼，导致安全
隐患重重。居民姚阿姨说：“原来
没有安装充电桩的时候很麻烦，我
住在 8 楼，要把车推到 8 楼才能充
电，电梯进出不方便还会造成楼道
不畅通。现在有了充电桩这些问
题都解决了。”

据悉，目前红菱苑小区和豫园
雅郡各建设了6个充电桩，可供120
余辆电瓶车同时充电。接下去，居
委会还将适当增加充电桩的数量，
为广大居民提供便利。

通讯员金宏 冯秋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