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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须双双

过去挤占在小河边、村民屋前的违建

被悉数“拔点”，家门口望出去清爽了，村子

变得更宜居。在新场镇，随着今年的环境

综合整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农村面

貌焕然一新。

截至目前，新场镇今年共拆除违法无

证建筑50.79万平方米，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量的 103.6%。违建要拆，但既要拆得清

爽，也要拆得赢民心，这其中的秘诀，在于

一道“精细化”良方。

“多去一次，再去一次”

据摸底统计，新场镇的拆违总量是

279万平方米，1.6万多个点位，虽然总量不

大，但点多、面散。其中，居村违建点位要

远远大于企业违建点位。负责牵头拆违工

作多年的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许贲坦

言：“拆违难度很大，这是一场攻坚战。”

为此，前期做好“战前准备”，全镇对

“五违四必”整治情况进行了摸底梳理，做

到底数清、情况明。与此同时，形成每个村

的年度任务清单，压实责任，每天通报制

度，第一时间掌握推进进度，为后期冲刺打

下基础。

村民的违建多为出租获利，要取得他

们对拆违的理解和配合，硬来不行，关键

靠“磨”。新卫村今年的拆违任务是 16万

平方米，目前已经超量完成。党总支书记

张晓峰介绍，接到任务以后，村两委改变

过去“放羊式”的整治模式，以“精准治违”

推进。具体来说，村两委班子和党员干部

分片包干，一个委员负责四到五个组，形

成拆除“五违”任务书，有路线图、有时间

表，层层推进。“碰上比较难说服的村民，

我们就多去一次，再去一次。赢得理解和

支持。”

在金建村，村党总支书记张爱华总结

出一套“上下齐心、做事公心、服务贴心”的

工作办法，带领两委班子成员蹲点拆违现

场，一旦遇到有情绪的村民就及时沟通。

正是这背后精细的大量摸底、上门走

访工作，让新场的拆违工作也呈现另一个

特点——平顺。新场镇在推进五违整治工

作以来，至今无一起行政诉讼案件。

整合力量下好一盘棋

拆违的精细化，还体现在工作机制上

——整合力量，共同下好一盘棋。

新场镇成立了环境整治综合执法大

队，由党委副书记任大队长，城管中队、派

出所等执法单位和部门联合执法，同时，建

立综合执法联席会会议制度，共同商议“疑

难杂症”的解决“处方”，增强合力。

每一次拆违背后，环保、派出所、市场

监管所等各方力量参与，应对村民的需

求。有村民提出，需要保留拆违后的砖块，

执法大队也会组织专人力量，现场帮忙整

理、打包。多个部门、单位之间如何做到不

推诿？“一方面依托提振干部精气神，形成

齐心攻坚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精细

的闭环协作机制。”许贲说。

根据综合执法联席会会议制度，每周，

各部门负责人参与例会，对疑难问题进行

交接、讨论。“但‘某部门不配工作’从来不

会被提出，因为联动中每一个环节都职责

明确，责任到条线。例如，有河长发现小河

边的违建后，河长办将巡查整改通知单直

接发给五违整治办，五违整治办即组织人

员现场整改。”

各担职责同时，各个环节又紧紧相扣，

巡查、审核、整治、归档，四个条线形成闭

环，确保跨部门、单位的联动高效推进。

重点出击+长效管理

在9月、10月冲刺阶段，新场镇立下奋

战15天的“军令状”。为了在9月底完成年

度任务量 90%的工作目标，镇领导率先带

队，组成五违整治工作督导组，调研走访，

实地踏勘、督导拔点整治现场，保持集中发

力的工作态势。通过以点带面，强势推进，

新场镇短时间内集中优势兵力突破重点难

点，对“五违”起到了较大的震慑力。

整治违建不只是“强力出击”，还要靠

长效管理。早在2014年起，新场镇就逐步

探索形成“巡查-审核-整治-归档”的环境

综合整治机制，并不断完善工作流程。整

治后的信息归档后，还将被反馈至巡查组，

防止违建回潮。“这样一来既保障了存量违

建的彻底根除，也有效遏制了新增违建的

出现。”许贲说。

新场镇拆除50万平方米违建，无一起行政诉讼案件

精细化拆违：拆得清爽 赢来民心

■本报记者 沈馨艺

“你好，我帮我妈送床被套来，这是整

烫券，麻烦你们了。”“好的，我登记一下，

明天就可以来拿。”11月 29日一早，张江

镇居民李琴华将母亲一床用过的被套送

到镇慈善超市整烫中心，进行免费整烫。

今年，张江镇慈善超市提质增能，对原有

整烫中心进行硬件提升，并每季度向镇内

所有居村委发放免费整烫券，进一步扩大

爱心。

作为公益集散平台，浦东目前已建成

慈善超市39家，覆盖全区36个街镇，并因

地制宜开展各类慈善活动——张江镇慈

善超市爱心对接，与居民共享资源；唐镇

慈善超市携手爱心企业，打造爱心品牌；

周浦镇慈善超市打造“慈善+互联网”模

式，为有捐赠意愿及有受赠需求的居民牵

线搭桥；祝桥镇慈善超市将慈善资源融入

“家门口”体系，将超市从固定点位转变成

可移动模式……随着各慈善超市爱心行

动渐成品牌，它们逐渐汇聚的爱心力量，

让浦东更加有温度，让困难群众心里更加

温暖。

发挥资源扶贫帮困

今年重阳节前夕，张江镇慈善超市将

一批免费整烫券发放给镇内居村委，再由

居村委赠送给需要帮助的老人，李琴华的

母亲顾美娣就是其中之一。“老人年纪大

了，在家洗床单被套这样的大件不方便，

现在这儿能帮老人免费清洗，的确方便了

很多。”李琴华说。

作为超市服务功能之一，“升级”后的

整烫中心内洗衣机、烫台、消毒柜、烘干

机、缝纫机等设施一应俱全。自今年 6月

正式面向百姓提供爱心服务后，半年时间

就已在镇内小有名气，受益人群不断增

大。

张江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任

蔡卫国介绍，在这之前，整烫中心属于

超市的内部功能，主要用于消毒整烫旧

衣物，便于爱心衣物的后续销售。“此

次，我们希望发挥整烫中心功能，开展

更 多 样 的 爱 心 行 动 ，让 更 多 百 姓 受

益。”

此外，张江镇慈善超市利用超市内福

利彩票销售功能，将盈利所得全部用于资

助镇内困难人群及家庭。年初，张江镇新

丰村的双残家庭薛根福家中因暴雨导致

屋顶塌陷，因家境困难急需帮助。“老薛家

中情况特殊，不适用于目前任何一类救助

方案，但我们考虑到他平日里一直是便民

服务骨干，第一次以福利彩票爱心帮扶的

模式为他提供帮助。”蔡卫国说。没多久，

老薛就收到了来自慈善超市的爱心款项

6000元，渡过难关。

以此次帮扶为契机，张江镇出台了一

系列条例或规定，确定了充分利用福利彩

票盈利资金的相关办法，进一步实现慈善

超市帮困功能。

各类爱心物资暖人心

张江镇慈善超市作为浦东运营面积

最大的慈善超市，内设二手物资爱心专

柜、义卖区、爱心区、读书阅览区等，爱心

物资众多、衣物款式齐全。

家住附近的黄阿姨是超市的老顾客，

时常来超市淘淘心仪的便宜货。在她看

来，这里的衣服款式不错，质量有保障，关

键是价格还便宜，“这次我给孙女挑了件小

风衣，只要35元，外面买买至少几百块。”

而在唐镇慈善超市，当季爱心衣物同

样是超市里的“紧俏货”。“因为款式新、质

量好，衣服上架后基本上一星期就能卖

完。”店长张庆玲说。

手工皮具、银器、老布包、彩绘扇……

除了常见的爱心物资外，唐镇慈善超市里

还有不少手工艺品，它们有的出自社区特

殊居民之手，有的则是文创设计师精心制

作。张庆玲介绍，超市里每周都会面向社

区困难儿童、残障人等居民，开展一场公

益手作体验活动，“活动后，这些作品都会

以爱心物品的形式在超市内出售，进一步

传递爱心。”

与此同时，唐镇慈善超市还与入驻在

唐镇文化创艺中心的多名设计师合作，发

动设计师将部分手工艺品放在超市销售，

每件产品销售额的 10%作为善款捐给超

市。“对设计师而言，他们不仅多了一个销

售渠道，也能够身体力行参与到爱心行动

中，一举两得。”张庆玲说。

辖区企业加入爱心队伍

11月 30日早上不到8点，唐镇慈善超

市门前逐渐排起了长队，排队的都是附近

居民，特意来领取免费面包。8点半，超市

开门，居民们依次登记后，就可以挑上一

两款爱吃的面包。当天，居民吴阿姨 7点

就已等在超市门口，她告诉记者：“有时

候排队人多，面包不够，来晚了都拿不

到。”

每天将捐赠得来的面包免费发放给

镇内 65岁以上老人的爱心行为，已经成

了唐镇慈善超市的一大爱心品牌。张庆

玲告诉记者，镇内爱心企业“妮可”面包

房去年主动联系超市，表示面包有保质

期，与其等到面包过期丢掉，还不如将一

些尚在新鲜期的面包送给社区老人，这

样一来，既不浪费面包，还能参与爱心传

递。

爱心企业的想法与唐镇慈善超市一

拍即合。为保证面包新鲜度，每天一早，

超市工作人员前往面包房带回前一天未

卖出的面包，并及时发放给前来排队领取

的居民。“一传十，十传百，现在越来越多

居民知道超市有免费爱心面包发放，每天

早早等在了门口，生怕错过了。”张庆玲

说。

随着慈善超市逐渐成为新区一大慈

善品牌，越来越多爱心单位、企业主动加

入爱心队伍，传递爱心。蔡卫国告诉记

者，张江镇慈善超市已与张江高科技园区

内多家企业合作，其中，有 4家企业每年

都会组织员工捐赠衣物，“之后，我们也积

极发动其他企业加入进来，同时进一步发

挥平台优势，引导他们参与到更多爱心行

动中。”

今后，浦东相关部门将为各慈善超市

对接更多资源，推动超市多元化创新发

展，增强其自身造血能力，将其建设成为

布局合理、功能多样、充满活力、运行规范

的慈善综合服务平台。

慈善超市走进社区迈出更大一步

爱心扩容：变被动为主动 聚点滴成河流

本报讯（记者 陈烁）帮助因病致困

的家庭渡过难关，给居村委配置躺椅、轮

椅免费供居民使用，为老人提供助餐补

贴……记者从日前举行的第十八届三林

镇慈善公益联合捐启动仪式上获悉，近

几年三林累计已有 3万多人次接受了救

助，未来，公益补助还将更多向为老服务

倾斜。

助老、助医、助学、助幼、助残、助困，

是慈善联合捐善款的主要救助项目。从

去年 11月至今年 10月，包括 22个因病致

困的家庭在内，三林慈善联合捐的善款

共救助了 6418 人，花费近 400 万元。其

中，约 17.1 万元用于助老，约 222 万元用

于助医，约 20万元用于助学，约 130万元

用于助困，还有 10万元用于了其他公益

项目。

近几年，累计共有 3万多人次的三林

群众享受了镇慈善基金的帮困救助，解决

了因病致困等突发困难家庭的一些棘手

问题，帮他们渡过了难关。

据了解，随着民生事业的发展，三林

镇慈善基金的用途也在不断拓展。今年，

三林镇慈善基金为所有居村“家门口”服

务中心（站）陆续配置了 853把躺椅和 150
辆轮椅，供老年人、残障人或其他有需要

的居民免费使用，以进一步完善社区为老

服务体系，实现居村老人“关爱全覆盖、服

务全方位。”三林镇社建办负责人介绍，接

下来，慈善公益联合捐的善款还将为全镇

60岁以上老年人助餐服务进行补贴。

三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任

沈广权介绍，从居村到镇里，有着一套完

善的流程。“居村委在家门口受理了以后，

他们有一个五人评议小组，对需要救助的

人进行评估调查。审核后交给镇慈善基

金的审核小组，一些特殊的救助对象还有

纪委参与的监督小组予以监督审核，监管

每一笔善款是否合情合理地对老百姓进

行了救助。”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湿垃圾

在小区垃圾厢房内存放时间过长，

影响周边环境卫生，这是生活垃圾

分类实施以来，许多居民普遍反映

的问题。昨天下午，浦东新区居民

区湿垃圾二次清运启动仪式在洋泾

街道栖山居民区举行，今后每天早

晚两次清运湿垃圾，让小区里不再

有异味。

“垃圾分类开始实施以后，我们小

区早晚各投一次垃圾，但是垃圾车要

到第二天清晨才来，湿垃圾要在小区

里放一夜，味道很难闻，也容易滋生蚊

虫，尤其是夏天时节，晚上丢垃圾时，

味道特别刺鼻。”栖山居民区居民殷玉

妹说。

像这样的意见，栖山居民区居委

会主任金帼听到过无数次。居委会也

采取了不少办法，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包括加装除臭系统、喷洒空气清新剂

等，但效果并不显著，同时处理成本较

高。

通过新区为解决基层实际难题、

优化服务基层常态长效机制而设立

的“街镇直通车”平台，洋泾、花木、周

家渡等街道向新区生态环境局反映

了这一情况。对此，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在主题教育期间多次到基层开展

调研和座谈，最终以“居民区湿垃圾

不过夜”为目标，制定了二次清运试

点方案。

本次试点在洋泾、周家渡两个街

道 15个居住小区，以及花木街道 7个

湿垃圾压缩站开展，惠及居民约 1.5
万户。试点期间，所涉及的小区每天

将清运两次湿垃圾，分别在早晚垃圾

厢房开放时间结束后，以此实现“居

民区湿垃圾不过夜”。

“为了满足二次清运的需求，我

们已经增加了 12 辆垃圾车，并将另

外采购 39 辆。”上海浦发综合养护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奚新华

说。而从小区收走的湿垃圾，将暂时

储存在垃圾车上，或是集中到小压

站，以此减少对居民小区环境造成的

影响。

不过，垃圾清运频次增加、时间

调整，势必会影响到居民生活，对此

奚新华呼吁，希望能获得居民的理解

与支持，共同维护小区卫生。金帼表

示，栖山居民区将通过加强秩序维

护、修改居民公约等形式，进一步规

范垃圾厢房周边及小区主干道的停

车秩序，在提升小区环境卫生的同

时，保障居民安全与出行通畅。

浦东启动湿垃圾二次清运试点

居民区实现
湿垃圾“不过夜”

3万多人次接受慈善救助

三林公益补助将向为老服务倾斜

张江镇慈善超市整烫中心工作人员在熨烫衣服。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