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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金融服务科技企业
论坛冶顺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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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 3月 2日
召开的“2018年上海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工作会
议”上“长征镇社区建设”荣
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十二五”以来，镇城市

建设体现“彰显绿色生态、社
会环境总体安全稳定、民生
服务突出以人为本、社区治
理体现自治共治”等特点，镇
党委、政府以“建设同心家
园，打造宜居长征”项目为抓
手；鼓励通过创新体制机制、
聚焦老百姓“急难愁盼”、提
升环境品质、构建服务网络，
全面推进城市建设、民生保
障、社会事业、社区管理等各
工作；镇域坏境持续优化，百
姓生活安居乐业，形成“多元
主体共建，发展成果共享”的
长征特色社区建设之路。

以同心家园为主题，以
宜居长征为目标，整合各方
力量，形成以党建引领为核
心，以居民需求为主导，职
能部门牵头协调，居民和社
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共建共
享新格局。

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聚焦急难愁盼。按照“群众
关注、受惠面广、量力而
行、操作性强”的原则，通

过“征集需求 -形成议题 -讨论协
商 - 确定项目”的机制，夯实宜居
长征建设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关闭初级市场、开展区域综合
整治等提升环境品质。完善联勤
联动机制、网格化综合管理机制
等以老旧小区为重点，推进居民
区基础设施改造。

加强片区服务中心建设，完善
党建服务中心、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建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全民
健身活动中心、生活服务中心，满足
百姓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
求。 沈春芳

全力迎接
野国家卫生镇冶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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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1日上午，副镇长
葛峰代表长征镇人民政府在第四届

市民绿化节开幕式上签订古树认养

协议。根据协议将对万镇路曹安路中
心绿岛内的第 0094号银杏继续认养
三年，区委常委、副区长韩金华为镇

政府颁发“认建认养集体荣誉证”。

上海市保护古树名木 0094号银
杏树龄已超过 400年。原为嘉定江桥
乡某私宅内，1996年沪宁高速建成后
成为沿街树木，1999年万镇路辟通
后成为道路中央绿岛树木，被列入市

保护古树名木目录并在树前立有认

养单位名牌。

经镇政府持续捐资认养、精心管
理，古银杏风姿卓然，见证周边环境

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

许菁

图片新闻

二十载精心认养 四百岁风姿盎然

街头烧烤、大排档占道经营

……曾经是城市管理中一大顽

疾，长征镇通过整合各部门力量

形成“持续发力、精细管控”长效

机制，持续保持镇域范围内夜间

街面无违法经营状态。根据区
12345 市民热线和 12319 城建服
务热线统计：1-2 月份在大排档、
噪音、油烟、垃圾占道等四项容易

引起市民投诉的项目上，长征镇

在各街镇中唯一实现“零投诉”，

继续保持全区领先位置。

长征镇街头占道违法经营现

象一度较为普遍，不仅守法经营

者叫苦不迭，而且市民群众也投

诉不断；城管工作也陷入整治、冲

突、闹访、回潮的“无解”循环中，

少数违法经营者却积累了应付城

市管理的“经验”，甚至在城管中

队门口布有“暗哨”，企图监视整

治工作动态信息。2016 年底以全
国环保督查为契机，经过一番艰

苦努力在镇域 7.67平方公里中首
次实现全天候无违法占道经营，

居住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治安纠

纷明显减少，市民纷纷“点赞”称

快。但随后部分区域又出现违法

经营回潮、整治反复拉锯的现象。

为继续保持这份来之不易的

“成绩单”，长征镇党委和镇政府强

调必须“跨前一步，形成合力”，镇规

建办、派出所、市场监管所、绿化市

容所、房管办、城管中队、网格中心

等每周召开例会通报情况，组建“无

缝对接”的工作机制，依托三个网格

片区开展工作。镇主管领导多次带

队整治，与违法经营户面对面宣传

法律法规，耐心细致地讲形势讲政

策。得到镇派出所、市场监管所等部

门有效支持后，城管队员在工作中
心中有底、腰板硬朗，掌握街面管理

主动权。

在镇综治办、派出所等单位支

持下，城管中队经过调查摸清违章

占道经营户的暂住地、经营范围、

亲属分布等情况，与户籍所在地政

府部门联系汇总相关信息。有三个

家族涉及十多个烧烤摊点数十人，

被少数违法经营者视为“风向标”

和“挡箭牌”。“不拔钉子无法取得

成效”，在一年多时间里城管中队

领导主动开展家访，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宣传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新

形势，及时掌握思想动向；告诫违

法占道经营行不通；成功劝返这些

“钉子户”。局面打开后，由“政府购

买”方式组织百余人的“长征市容

服务队”每晚二十二点后在商业中

心、轨道站点、人流密集场所等重

点区域“固守”。

城管中队为“长征城市服务

队”提供六套执法记录仪，在应对

纠纷时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尽管整

治工作会有矛盾纠纷，但通过“现

场‘维’私下‘聊’”，依法管理、以理

服人、以礼相待、以情感人，取得镇

域范围街头无违法经营摊位，也未

发生群体冲突。

有堵有疏才能长效管理。公租

房馨越公寓中年轻白领居多，由于

配套设施不完善，一度云集近十处

水果摊、夜排档和烧烤摊，整治过

程中少数经营者不配合，消费者也

不满意，甚至执勤车辆的挡风玻璃

也被敲坏，派出所民警数次出警，

维护社会治安。经相关部门与开发

商协商，引入超市、饭店，满足白领

青年的生活需求。

目前三个网格片区基本实现
“管理有棱角、监督无死角、服务有

触角”，违法占道经营现象萌芽状态

就得到纠正和管理。

经过一年多持续推进，镇城

市管理呈现三个变化：取缔街头

违法占道经营长效工作机制取代
大型突击式集中清理整治行动；

市民生活环境“风清气净”静谧

舒适。在大排档、乱扔垃圾扰民

等投诉的数量上，2017 年比
2016年分别下降六成以上，2018
年迄今为止实现“零投诉”。由夜

间大排档餐饮引发的治安案件
明显下降。小餐饮备案数由 27
家增长到 39 家，另有十多家小
餐饮经营者的申请已进入备案

流程；合法有序经营正成为很多

经营户的共识。

城市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

不能仅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需

要多个部门通力协作，捏成拳头

形成“合力”，才能形成多方共赢

局面，否则可能陷入“周而复始”

的无解循环之中。目前，城市管

理正日益“精细化”，“精”即是高

科技、“细”即是规范化。镇拆违

办、市场监管所、城管中队等部门

开展创建“无违居村”、取缔查处

无证无照经营等工作。

为应对这几场任务艰巨的

“攻坚战”，镇相关部门已经建立

规范的工作机制，每周召开网格

化管理片区工作例会，统一协调
相关职能部门各项工作，做到劲

往一处使；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心

增设高清视频探头，在网格片区

指挥中心设立监控中心，依托高

科技、大数据，实现智能化取证，

及时发现违法经营行为。这一系
列举措将有效提升镇域范围的市

容环境质量。 陈茂生

持续发力 精细管控

1-2月份大排档扰民等项目野零投诉冶

本报讯 为更好推进企业大
调研活动方案，深入了解企业发
展中的个性和共性问题，推动新
兴产业的发展。在前期调研工作
的基础上，长征镇经过深入分析
研究，正式推出大调研系列研讨
活动。

3 月 15 日下午，长征镇在镇
1 楼中心会议举办了第一场大调
研系列研讨活动———新兴产业之
金融科技主题研讨会。会议由镇
党委书记陈琦华同志主持，长征
镇还邀请了区科委、区金融办、长
风生态商务区等部门及镇相关园

区负责人共同参与。
金融装备领域的古鳌电子、译

会信息、哈诚电子，支付领域的拉卡
拉云商、喔噻信息、安付宝等企业；
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徙木金融、易佰
信息、汇潮支付、捷鑫网络以及上海
社会信用中心等企业和机构参与讨
论。

研讨会上，安付宝、拉卡拉等多
家企业就企业发展的困境及对长征
镇金融科技产业未来发展的意见建
议进行了交流。对于企业提出的发
展困境及建议，尤其是职工住宿、平
台建设、产业链梳理等共性问题，长

征镇给予了切实回应，并当场做出
答复。区科委、区金融办针对企业提
出需求做了一一解答。
长征镇金融科技产业已经形

成一定的集聚优势，在发展环境
和企业资源等方面都有着良好的
基础。研讨会中，大家纷纷表示要
借助长征、长风“两长”联动一体
化发展格局，梳理完善“产业链”，
推进金融科技产业进一步创新发
展，助力普陀区打造金融科技产
业园。

镇政府下阶段还将陆续开展
“智能制造及机器人、移动游戏、医
疗设备和医药销售等专题研讨活
动，通过调研交流共同为长征镇新
兴产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徐丽

3月 20 日下午，由长征镇政
府、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普陀支行主
办，上海天地软件园承办的“金融服
务科技企业论坛”在天地科技广场
举行。普陀区副区长魏静、工商银行
上海分行副行长吕虹出席论坛并致
词；魏区长在致辞中介绍了普陀区
重点打造的几大科技板块和最新推
出的产业政策。

论坛邀请市经信委、区发改委
有关领导为科技企业讲解市软件行
业相关政策和普陀区新推出的
“3+5+x”政策；邀请工银投资和联
交所相关专家为企业讲授投融资、
股权交易等相关专业知识。70多家
科技企业代表与银行及联交所有关
专家进行互动交流。

倪琳

本报讯 2018年是长征镇迎接
国家卫生镇复审之年。3月 2日上
午，长征镇召开“2018年迎接国家
卫生镇复审动员大会”。副镇长葛
峰主持会议并布置迎接国家卫生
镇复审具体工作。

城管中队队长徐建明、花苑居
民区党总支负责人严春霞在会上
发言；区卫计委副主任仲豪杰对复
审工作作指导发言。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叶超要
求：优化社区人居环境、提高人民
群众幸福指数是我们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迎接国家卫生镇
复审工作既是一个苦练内功、外塑
形象的过程，更是我镇提高社区综
合管理发展水平的自身需要。在迎
检过程中思想上要进一步重视，确
保迎检准备更加充分；探索城市精
细化管理模式，促进管理水平更快
提高；调动社区各界积极性，提高
居民群众满意度。

根据会议要求，下阶段将从高
度重视国家卫生镇复审工作；突出
重点工作切实做好国家卫生镇迎
检工作；加强宣传引导全民参与等
三个方面推进复审工作，巩固长期
以来的创建成果，推进健康社区建
设，改善镇域环境面貌，提高镇域
环境质量，为全镇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进步创
造整洁优美的环境，顺利通过“国
家卫生镇”复审。

李晓理

大调研大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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