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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需求提取做实 把服务内容做新

“大调研”
让楼宇党建
“更上一层楼”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勇当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标杆大调研
■本报记者 赵天予
怎么把“微心愿”认领送去楼宇白
领身边？怎么调研出楼宇白领的实际
需求？怎么把“公益”变成一种“生活
方式”？这些都是陆家嘴街道党建、公
益方面不断探索的问题。在“大调研”
中，陆家嘴整合资源，把需求提取做
实、把服务内容做新，让楼宇党建效能
“更上一层楼”
。
9 日上午，陆家嘴街道党建服务中

心结合街道“大调研”工作安排，在建
工大厦一楼大厅内开展主题为“楼宇
公益‘零距离’党员作用‘聚人心’”的
党员志愿公益主题活动。除了过往经
验外，用数据决定服务内容，是此次活
动的最大特色。
街道在项目开展前期，向建工大
厦及周边楼宇内的白领发放 100 多份
需求征求表，通过统计整理，将大家
最喜欢、最需要的服务内容进行了排
序，形成了一张优先层级分明的“需

求清单”。
“这样的需求清单，再加上以往
服务中的‘明星项目’，让我们提供的
服 务 内 容 ，可 以 保 证 是 白 领 最 需 要
的。”活动组织方表示，过去几年间，
相关项目多次走进陆家嘴各楼宇，为
白领提供服务。在实践中，一些白领
热情不大、需求不高的项目逐渐被淘
汰，而需求强烈的项目则不断“换代
升级”。本次活动中，就有学龄阶段
教育、中医把脉、血压测量、眼科保健
等贴近白领工作生活的项目出现在
活动现场。
除了服务白领外，本次活动的另
一个任务是向白领党员群体开展“大
调研”，通过党建调研问卷，征集楼宇
党建方面的宝贵意见。这项调研工

作通过线下调研、线上发动的方式开
展，活动现场设置了“身边的调研”区
域，白领可以在此现场填写问卷，而
活动开始前，
“ 陆家嘴党建”微信公众
号就提前进行了活动信息推送，鼓励
白领党员参与。当天共收到填写完
成的党建调研问卷近百份，提取需求
50 余条，其中许多共性问题将成为陆
家嘴街道“大调研”下一步工作的有
效依据。
此外，当天主办方还将“微心愿”
认领平台送到活动中。这些“微心愿”
经过主办方精心梳理、挑选，适合白领
能力，现场就有 50 多个“微心愿”得到
认领，让白领在享受服务、参与调研的
同时，也能力行公益，为困难群众送上
帮助与祝福。

约 3.8 万件不合格进口消费品集中销毁

检验检疫部门精准监管
“洋品牌”
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沈 馨 艺）昨
日，一辆满载待销毁商品的货车驶入
上海浦城热电有限公司，车上所有不
合格消费品都将在此进行集中销毁处
理。据悉，此次销毁的不合格产品主
要包括进口服装 275 批次，约 3.7 万件，
货值约 21.9 万美元；进口仿真饰品 13
批次，共计 700 件，货值 7217 美元。
此 次 集 中 销 毁 的 品 牌 涉 及 PE⁃
TIT BATEAU、NEXT、OVS、AL⁃
LO&LUGH、MAYORAL 等婴童服饰
类品牌，以及 UNDER ARMOUR 等
运动品牌和 H&M 等快消品牌。不合
格项目主要为服装甲醛、pH 值等化学
物质超标，童装绳带或小部件等机械
安全性能不合格，饰品铅含量、镉含量
和镍释放量等重金属超标。
上海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货物
检验检疫处副处长胥彦翔介绍，此次
销毁的不合格消费品以从机场空运入
境的进口服装为主，是去年在机场口
岸检出的有安全、卫生、环保问题的进
口服装。目前，全国约 50%至 60%的进
口消费品从上海机场口岸进口，其中
约 4 成为进口服装。
自 2011 年至 2017 年，上海机场口
岸进口服装报检批次增长 150%，平均
每年增长率为 10%。胥彦翔称，近几
年，上海检验检疫局对进口婴童服装
加大了检验力度，并不断加强与国际
标准的对接。2015 年，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发布《婴幼儿及儿童纺
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因此工作人员
在执法上更有话语权。
去年，上海检验检疫局通过口岸
管控、风险监测等多种手段，落地实践
进出口商品风险预警与快速反应措

本报讯 （记者 黄静）在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到来之
际，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日前推出了 109 万平方米绿
地、
63000 多棵树和 251 棵古树名木供市民认养，
同时推
出 3600 多棵果树供市民种植。市民可到“绿色上海”
“绿博士”
微信公众号以及市绿化市容局官网报名。
据了解，绿化认建认养是全民义务植树尽责方式
之一，是广大市民和单位团体关注、参与绿化的平台
和载体。此次绿委办推出的认养对象涉及公园绿地、
古树名木、果树果林等。在浦东，川沙公园、古钟园、
金桥公园、泾南公园、梅园公园、上南公园以及上海滨
江森林公园都有地块和树木供市民认养。此外，市民
还可认养 39 株浦东的古树名木，品种包括广玉兰、榉
树、腊梅、罗汉松、香樟、银杏等，这些古树树龄均在百
年以上，尤其是两株千年古树，分别为惠南镇福泉寺
内的 002 号古银杏和泾南公园内的 003 号古银杏。
据介绍，此次认养平台为网上植树网站（http://
shanghai.e-tree.org.cn）和认建认养网站（http://www.
lhzdz.com/sites/zhidaozhan/rjry/dyn/）。据悉，网上认
建认养平台自去年推出后，为许多积极参与的市民提
供了方便。今年，平台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增加了“在
线支付”功能，支付成功后平台可自动生成《认建认养
证书》。

白龙港污水处理厂将建
全球最大污泥处理项目

昨天，两名工作人员正在核对不合格进口消费品，
准备销毁处理。
施。对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规范的
产品，原则上实施销毁或退运。
“ 我们
会根据不合格商品的特性、产品本身
危害程度、处置方式的合理性、商家诚
信记录及质量管控能力等情况，做出
允许退运或实施销毁的决定。”胥彦翔
介绍，2017 年，上海检验检疫局共完成
不合格进口服装退运 208 批次，销毁
630 批次；不合格仿真饰品退运 40 批
次，销毁 31 批次。
此外，检验检疫部门对不合格产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品通过数据分析，从国别、品牌、企业
及不合格项目进行风险分析，对不合
格检出率高的企业进行精准监管，不
断扩大其抽检比例，甚至可达到 100%
查验监管。而针对质量管控能力强、
诚信优的企业给予便利化的政策。同
时，检验检疫部门在全国口岸进行联
防联控，通过全国一体化的信息平台，
做到全国实行统一的抽检比例和监管
要求。
同时，检验检疫部门通过入境口

岸、流通领域、电商平台等多种渠道
开展风险监测，及对目录外抽查结果
进行科学有效的风险分析，成功实现
了法检目录的动态调整，对问题高发
产品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监管，扩大查
验的精准性及有效性。胥彦翔介绍，
2017 年检验检疫部门通过市场监督
抽 查 ，发 现 童 鞋 与 牙 刷 不 合 格 率 较
高，因此部分进口童鞋、牙刷、儿童家
具等于今年 3 月 1 日正式纳入法检目
录。

城管
“蓝”中一抹
“红”
——记唐镇城管中队中队长秦秀红
■本报记者 须双双 实习生 张诗欢

人物简介：
秦秀红，唐镇城管中
队中队长，唐镇“无五违”
居村创建办副主任（原唐
镇环境和中小河道综合
整治办副主任）。作为浦
东新区城管执法系统中
唯一的女中队长，她长期
冲锋在执法第一线，带领
团队出色地完成了各类
整治工作。

全民义务植树节来临
可在线认养绿地树木

秦秀红最近有点忙。一边，春节
刚过，乱设摊、非法营运、群租等开始
回潮；另一边，
“无五违”居村创建、
“居
改非”整治正全面铺开，前去现场走
访、组织开展整治是工作的常态。队
员们常说：
“ 去一线准能找到她，而要
在办公室看到她很难。”
2017 年年初，秦秀红开始担任唐
镇环境和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办副主
任，协助推进全镇整治工作。在整个
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当年 9 月就全部完
成了新区下达的 100 万平方米的拆违
任务，并最终在 2017 年全年拆除违建
超 150 万平方米，完成情况居新区各街
镇前列。作为镇城管中队中队长，秦
秀红不仅常年冲在第一线，更擅长运
用城管法律法规去解决拆违等方面的
疑难点位。
秦秀红进入城管执法行业已有 18

年了，这期间，她被盯过梢、堵过门，甚 “放在以前，这样的事很有可能会持
至被咬伤过，但她从不因此而退缩，反
续 发 酵 ，我 们 有 口 也 难 辩 。 但 那 一
而越干越出色，成了目前浦东新区城
次，很多群众都帮我们讲话，甚至还
管执法系统基层中队唯一的女队长。 有两位自愿到派出所帮忙作见证。”
在她看来，女性的身份虽然在与男队
秦秀红欣慰地说。
员的体力比较中有劣势，但也有自身
在城管中队，秦秀红还有一个名
优势。
“女同志更加细腻、更会关心人， 字——
“情妈妈”。中队里大部分是 80
容易凝聚队员，队伍团结了，战斗力就
后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秦秀红既是
强，就没有拿不下的任务。”秦秀红笑
严格的领导，也像体贴的母亲。
“ 秦队
着说，
“ 有时候碰到暴力抗法，我挡在
非常和蔼可亲，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男同志们前面，执法对象反而不敢动
中的大事小事，她都像妈妈一样主动
粗了，
还可以
‘保护’
他们。”
关心我们、帮助我们。”城管中队队员
“ 城 管 ”容 易 引 起 误 解 ，而 在 唐
陈晖说。
镇，这种情况正在得到好转。秦秀华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体贴的“情
多年来坚持在不断规范执法行为的
妈妈”，除了自己远在国外留学的女
同时，要用良好的形象和过硬的素质
儿，还有 5 个牵挂在心头的“孩子”——
取得辖区居民的支持。而秦秀红的
多年来，秦秀红先后通过公益组织资
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去年夏天，城
助了多名甘肃山区的贫困学子，最多
管队员在例行执法时，遭遇一名水果
时同时有 8 名。她说：
“这没什么，就是
摊贩胡搅蛮缠，这名摊贩在给了一名
举手之劳，他们需要帮助，而我又刚好
队员一记耳光后，直接钻到了车底。 有这个能力。”

本报讯 （记者 李继成）作为今年生态文明建设
类的重大工程，白龙港污水处理厂将建设全球最大规
模污泥处理处置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由上海市政工
程设计研究总院牵头联合建工集团机施集团、安装集
团中标，
中标金额超 30 亿元。
据了解，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承担上海市约 1/3 污
水量。二期项目处理对象除白龙港污水处理厂产生
的污泥外，还包括虹桥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建设规模
为 2430 吨脱水污泥/日（折合 486 吨干泥/日）。该项目
是本市“十三五”期间环保重点工程，将有效缓解上
海市污泥处理处置压力，产生巨大的环境和社会效
益。
据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介绍，按照“绿色、
循环、低碳”的总体要求确定项目污泥处理处置的技
术路线，项目不仅满足国家“泥水同步”
“泥水一体”要
求，同时兼顾污水处理与臭气处理，打造从污水输送、
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处置的全过程产业链。根据在对
白龙港片区污泥泥量、泥质和现状设施开展运行评
估，以及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理念和工程实践的基础
上，经过深入论证，决定在白龙港厂内采用单独干化
焚烧的工艺。
该项目处理规模大，重要程度高，肩负本市最重
要的污泥处理处置任务，所以执行标准高，项目烟气
处理及臭气处理均执行世界最严排放标准等诸多方
面的挑战。
经过悉心谋划，确定该项目将设置 6 条独立干化
焚烧线，确保系统处理能力，按 01、02 地块分开建设，
其中 01 地块按下沉式布置设计，配套完善的烟气处
理、臭气处理系统，确保达标排放；兼顾环境影响控
制，既确保完成建设目标，又最大程度减小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
同时，围绕污泥干化焚烧工程特点难点，设计团
队提出有针对性的 BIM（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点策划，
使 BIM 应用贴合工程实际，为工程实施提供精准的服
务。
“十三五”期间，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将实现由
“规模增长”向“提质增效”转变，由“重水轻泥”向“泥
水并重”转变。今年，本市继续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安
排了 17 项重大工程项目，除了白龙港污水处理厂将建
设全球最大规模污泥处理处置二期项目外，还包括竹
园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污泥
处理二期等多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