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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三制”并举推进中小河道综合治理——

补齐水环境短板 科学治水显成效
□见习记者 贾佳

本报讯 自本市启动中小河道
综合整治工作以来，松江区率先提
出了“河长制”、“纳管制”、“网格制”
三制并举的治水思路，全力以赴补
齐水环境短板，科学推进河道整治
工作。在松江，“区-镇-村”三级河
长体系覆盖全区 1421 条河道，区、
街镇到村居三级党政领导，与1000
余名村级河长、网格长共同落实推
进治水工作，形成了“党政齐抓、上
下共管”的河长治水格局。

河长治水与问责机制共推进
实现“河长制”全覆盖。在松

江，区、街镇、村居三级党政领导组
成的 16 名区级河长，191 名街镇级
河长以及千余名村居级河长和网格
长，齐抓共管该区1421条河道。去
年 9 月以来，松江区水环境综合治
理领导小组与松江区河长办同步成
立，区河长制实施意见和方案相继
出台，由区委书记任第一总河长、区
长任总河长，区党政领导分别担任
市、区两级河道河长、国考、市考断

面河道河长，并担任挂点联系地区
最难整治的黑臭河道河长。

专攻中小河道、黑臭河浜。按
照松江区委书记要求，当地街镇会
同相关部门成立了专项整治联席会
议，区级河长多次开展现场调研，镇
村级河长按照“一河一策”落实各项
治理措施。在日趋健全的工作机制
下，坚持河长定期巡查，网格人员分
片巡查，养护人员定时巡查，三级巡
查机制保障了治理工作常态化推
进。

与治水工作同步推进的，是河
长“督查问责制”。松江区委、区政
府将治水工作纳入街镇（开发区）目
标责任考核体系，形成了由区委督
查室牵头，区委组织部、区纪委参
与，定期进行河长履职督查的问责
制。将督查结果与干部考核任用相
结合，对于治水问责“四不放过”，即
对情况排查不彻底的不放过、整治
措施不到位的不放过、群众不满意
的不放过、治水问责不到位的不放
过。同时，街镇与村居立下治水“军
令状“，共同促进治水工作不打折

扣。
河道整治与岸源清理全覆盖
目前，松江区1421条河道的电

子档案已全面建立。根据地毯式、
滚动式梳理排摸，共有黑臭河道
188条。按照住建部、市、区等分级
分类督办查处，宅前屋后名录外零
星水体也全部纳入排摸范围，长期
黑臭、阶段性黑臭、间隙性黑臭的河
道均纳入整治计划。根据“一河一
策”方案要求，将每条河道的黑臭成
因做细致分析，“一河一策”治理方
案编制完成，所有黑臭河道综合整
治动态，水质监测断面分布逐一上
墙，定期更新，河道整治进展实时跟
踪掌握。

河道整治坚持“问题在水里、根
子在岸上”的治理原则，对沿河违
章、直排生活污水、直排工业点源污
染、直排畜禽养殖污染源进行了重
点排摸，把控源截污落到实处。全
区治理目标有沿河违建56.65万平
方米，黄浦江上浮吊 74 处，需环保
清拆企业 500 家以上，不规范生猪
散养点549户，无证码头43处，“三

无”居家船舶46艘。
积极探索长效管理与生态建设

统一
与“五违四必”生态环境综合整

治，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相结合，与
G60 科创走廊建设，综合执法推进
和城乡水利工程建设相结合，先后
进行沿河违章清拆、黄浦江浮吊清
退、污染企业清拆、不规范生猪散养
点退养、无证码头取缔、“三无”居家
船舶整治等专项行动。目前，沿河
违建已率先拆除，浮吊完成清退，

“三无”居家船舶彻底清除。截至上
月底，182条河道已消除黑臭，水质
达标 96.8%，105 条断头河中，已打
通45条，在建60条，其余年内完成。

目前，松江中小河道综合治理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据了解，下一
步，将进一步探索常态长效机制，在
原有基础上，围绕黑臭河道全整治，
直排污水全处理，长效管理全覆盖
以及科学治水全域境四个方面深入
推进，实现河道长治久清。

□短讯

自2016年起，奉贤区金海社区根据各个小区实际条件，创建了26个特色楼道。同时，通过“楼道带头人、
楼道公约、楼道活动”等“三件法宝”，不断深化文明楼组创建，打造独具特色的楼道文化，构筑与邻为德、与邻
为善、与邻为乐、与邻为亲的新型邻里关系。图为金海社区金水新苑49号楼道居民正在开展学习活动。

通讯员 王菊萍 摄/文

精耕特色楼道文化精耕特色楼道文化 构建新型邻里关系构建新型邻里关系

□通讯员 张莉莉

本报讯 近日，在奉贤区金汇镇
资福村 4 组，村民们家家户户的菜
园旁都竖起了一排排整齐的木篱
笆，成为美丽乡村的一道美妙风
景。这是今年10月底，资福村回收
农户家中的建筑垃圾，发动老木匠
定制而成，如今已经制作并安装了
800多米。

“拆违下来的废木料，村民们有
的舍不得扔，有的则烧掉污染环
境。”资福村主要领导说，以前村里
做的是竹篱笆，现在我们就把违建
拆下来的废木料回收，请木匠做成
木篱笆，这样就一举两得。

今年 53 岁的朱政刚是村里的
木匠，当村干部与他商量如何制作
木篱笆时，他欣然答应，“这木篱笆
制作非常简单，宽 6 厘米，长 50 厘
米，每块磨成同样大小。”老朱说，自
己每天能做 1 个立方米木料，到目
前为止已经回收了 10 个立方米。
下一步还将把木篱笆覆盖全村，并
且把木篱笆全部上漆，防止腐烂。

木匠制成木篱笆了，闻讯而来
的不少村民，都义务参与进来，有的
帮助安装，有的一起回收木料。走
进资福村，白墙黑瓦加上别有风味
的木篱笆，田园风光扑面而来。木
匠制作好的一条条木块，正在被村
民们装订起来。每隔一段距离埋一
根木桩，篱笆就算是扎成了。

焕然一新的面貌令从市区回乡

下的潘跟初喜出望外，“前阵子一直
在市区照顾孙子，没想到这里的环
境变得这么好。”老潘说，大家以前
对拆违也有些想法，但是看到如今

这么美的家园，心里很高兴，住着也
舒畅。

目前在资福村4组和12组的小
菜地旁、河岸旁，都围上了木篱笆，

小小的木条，提高了整个村的“颜
值”，也在为创建“生态村组·和美宅
基”加分。

奉贤金汇镇资福村制作安装木篱笆墙奉贤金汇镇资福村制作安装木篱笆墙

为美丽乡村建设增色添彩

□通讯员 金宏 冯秋萍

本报讯 地处金山区朱泾镇西
侧区域的待泾村，与枫泾镇相邻，村
里老人要是去镇上办事，来回得走
上七八公里路，十分不便。出于安
全和便民两方面考虑，今年朱泾镇
综治工作中心通过整合各方资源，
先后在包括待泾村在内的全镇 11
个村设立群众接待大厅，为村民提
供一站式服务。以往需要到镇区才
能办理的业务，如今不出村就能办

理，让村民们感到十分便利。
在村里建立群众接待大厅，只

是朱泾镇党委、镇政府打造“平安朱
泾”工作的一个环节。今年以来，朱
泾镇积极推进村级综治中心建设，
目前全镇 11 个村已全部完成效能
化建设，形成以网格化管理、平安建
设和“一门式”服务为载体的基础性
平台。包括监控室、警务室、调解室
和群众接待大厅在内的“一厅三室”
在11个村实现全覆盖。如今，产生
了矛盾纠纷，村民可以到村级调解

室内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
而且调解室内配备专门调处纠纷的
工作人员，协助开展思想工作，从而
有助于矛盾化解。

在待泾村的视频监控室内，笔
者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着遍布全村的
80 余个摄像头传送回来的实时画
面，村里的主干道、埭头以及重要公
共点位一目了然。自从有了这批

“安全哨兵”，老百姓们的生活更放
心了。待泾村村委会主任说，自从
安装监控之后，村里偷窃案数量明

显减少。此外，不管交通事故还是
偷倒垃圾等情况，值班人员都可以
在第一时间发现，并且上报有关部
门进行及时处理和解决。

据了解，截至目前，朱泾镇 11
个村已有 1300 余个村监控点位安
装到位，其中今年新安装300余个，
每平方公里有16.8个。同时，监控室
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看管，使村级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大幅度提升。

明年，朱泾镇还将以雪亮工程
建设为契机，深化“平安朱泾”建设，
积极打造镇级综治信息平台，通过
平台与11个村进行对接，实现实时
联动。同时，11个村将新安装共计
350 套监控摄像头，为一方百姓安
居乐业保驾护航。

金山朱泾镇全面推进金山朱泾镇全面推进““一门式一门式””村级综治中心建设村级综治中心建设

基层综治耳更聪目更明手更勤

松江车墩镇南部大居
一期安置房交付钥匙

松江区车墩镇动迁安置户期
盼已久的南部大居动迁安置房于
11月上旬进入交付阶段，预计11月
底完成全部分房。

据介绍，此次分房的一期动迁
安置房工程涉及四个地块，项目地
址位于香亭路两侧，并已分别命名
为松南城华杰苑、华卫苑、华凯苑、
华乐苑，共有2352套房源。接受安
置的有香山村、华阳村等 16个村，
安置户数超过1000户，安置人口超
3000人，是车墩镇动迁安置房建设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分房。

由于这次安置户众多，整个分
配过程由松江公证处进行全程公
证。分配的房源中，有大套房型
768套、中套房型 804套、小中套房
型 520套、小套房型 260套，房屋面
积为 120 平方米到 55 平方米左
右。据介绍，南部大居动迁安置房
二期已于今年 6 月动工，预计于
2019年初竣工，将有2226套房源。

通讯员 刘亦孜

金山新城学校项目
通过竣工验收

经过13个月的施工，由金石建
筑公司承建的金山新城学校新建
项目于日前通过竣工验收。

金山新城学校位于金山新城
核心区北区，主要建设内容为教学
楼、实验楼、体育馆、学生宿舍等。
本次验收由业主单位组织，相关单
位的工作人员均到场参与验收工
作，金山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工
作人员到场进行质量监督。

新城学校项目属于金山区重
点工程，工程建设以来，项目部确
保工程成功创建“上海市优质结构
工程和上海市文明工地”，并明确
中学部教学楼要以争创上海市“白
玉兰”奖为目标。面对工期紧张的
严峻形势，又时逢黄梅天、高温天
等重重困难，项目部积极组织人
力、物力加班加点施工，在业主的
各个节点要求内保质保量完成了
施工任务。现场验收组成员对于
施工质量给予肯定。

通讯员 罗江静

松江泰晤士小镇
下月起停车不再免费

从12月1日起，松江区方松街
道泰晤士小镇内公共区域将不再
向游客免费开放停车场。

泰晤士小镇环境优美，建筑风
格别具特色，自建成开放以来，一
直深受游客喜爱，是松江区的热门
旅游景点之一。但是络绎不绝的
游客为小镇带来“高人气”的同时，
也给小镇居民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为了给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
居住环境，也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
游玩体验，经征询小镇业主意见
后，自12月起，小镇公共停车区域
实行收费制度，对公共停车区域内
的外来车辆数量进行控制。

据悉，泰晤士小镇共有文诚
路、三新北路和新松江路3个主要
出入口，目前均已完成智能停车收
费系统的安装。需要特别提醒的
是，自12月起，文诚路出入口不再
向外来未登记车辆开放，游客、访
客需从另外两个口出入。

当然，游客也不必担心没有车
位可停车，三新北路出入口附近，
有一处拥有近300个车位的临时停
车场，可供游客停放车辆。

通讯员 陆怡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