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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巡访团实地考察我区内75家学校发现———

校园周边环境乱象生令人忧

日前笔者在五原路乌鲁木齐路短短几十米的路发现，跨门营业的店铺达十多处，人行道
上走路都难，卫生环境也很差，希望有关方面加强管理，使徐汇创全工作真正做到长效常态。

图为在乌鲁木齐路上的水产摊 暴暴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关辛）安静和
谐的学习环境，是学生可以安心学
习的基本保证。在 2013年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测评体系中，明确规定
了“中小学校园周边 200米内无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
经营场所，无歌厅、舞厅、卡拉 OK
厅、游艺厅、台球厅等娱乐场所，无
非法行医或以人流、性病治疗业务
为主的诊所；校园周边取缔从事非
法经营活动的游商和无证照摊点，
无‘三无食品’，无恐怖、迷信、低

俗、色情玩具、文具、饰品和出版物
销售”。

近期，市民巡访团对区内的 75
家校园周边进行了实地考察，却发
现在学校周边200米内，仍有不少
上述经营场所存在，尤其是足浴店、
按摩中心和棋牌室居多，仅西南位
育中学周边就有 5家棋牌室、2家
成人用品店和1家棋牌室；在逸夫
小学周围有 2家足浴店、1家歌舞
厅、2家成人用品店；田林二中周围
有 3家足浴店、1家棋牌室、1家休

闲屋……在75家学校周边，共发现
了不合规定的营业场所约 112家，
校园周边乱象令人堪忧。巡访团李
团长认为目前的校园周边环境并不
理想，“学校是学生集中学习的场
所，在校园周边学生活动最频繁的
地区，创造安全健康的社会环境很
重要，环境对未成年人会造成潜移
默化的影响。希望我们的职能部门、
街道社区能形成合力，社会、家庭、
学校共同努力，推进校园周边环境
的整治工作。”

记者实地采访了漕开发小学，
发现在其东兰路校门的正对面就
是一家足浴按摩店，而几步之遥
便是一家游戏厅，200米之内共有
4家足浴店、2家棋牌室、1家台球
室、1家成人用品店。正值放学时，
校门口还出现了卖水果、卖麻花的
流动摊贩，三轮车、货车零星地停
在马路边，加上接送学生的家长，
使得校园门口环境显得凌乱无序。
几位正在等候学生的家长表示担
心，希望学校和有关部门能采取措

施，整顿校园周边环境，让孩子能
够安心学习，“本来学校离旁边的
市场就比较近，环境有点乱，孩子
放学容易一起跑去游戏厅或者台
球室，所以我每天都来接。”但要想
改善环境，单靠家长的意愿还不
够，应有计划的通过法规、管理等
综合性措施，对不合规定的商家及
时整治，加强对无证摊贩的监控管
理，为未成年人创建一个健康安全
的校园周边环境，保障他们的健康
成长。

长桥：消防安全常抓不懈

长桥社区除了在多个居民区
展开相应活动，更着力在辖区学
校、企事业单位推出为期一周的系
列消防周宣传活动，相继在星辰幼
儿园、上海材料工程学校、上海园
林科研所、社区卫生中心、贝塔斯
曼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单位举行。

消防日当天一大早，长桥街道
消防部门积极部署、精心策划，围
绕“生命至上，平安和谐”的主题，
在中海瀛台小区、华滨、华沁等居
委、物业的大力支持下，举办了一
场有“惊”无险的消防演练。当天的
演练不仅有逃生演习，还有现场包
扎、接水带以及干粉灭火的演示，
不仅让居民们了解了很多的消防
知识，更有居民的现场互动。活动
后，街道相关领导、居委干部、中海
物业还意犹未尽，对本次演习进行
了探讨。

据悉，长桥街道注重平安工程
建设，在30多个居民区中，每年都
不定期组织一次以上的消防逃生
演练或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消防安
全常抓不懈，让社区居民提升逃生
常识的同时，消防意识警钟长鸣。
华泾：举行电梯困人应急演练

电梯运行中发生意外事件（电
梯伤人和困人）怎么办？为了规范
电梯维修单位应急救援预案的具
体实施和处置效率，华泾镇社区文
化中心于11月6日进行电梯困人
应急救援演练。

演练在下午 14:30正式开始。
模拟被困人员三名进入2号电梯。
机房人员开始人为设置电梯故障，
被困人员按下警铃向监控中心发
出求救信息。随后，维保工作人员
来到五楼，用三角钥匙从电梯门的
上部将电梯门打开，用手将电梯门
扳开，将三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
整个营救过程历时15分钟。

本次活动通过实战演练提升
了文化中心电梯应急救援和事故
处理能力。
八院：开展消防疏散演练

11月 8日下午，在全国消防
日之际，市八医院开展消防疏散演
练和灭火演习，并结合此次演练演
习实际，查找不足，对存在的问题
及时进行修改，进一步完善消防设
施，提高消防安全能级，促进医院
安全、和谐发展。

为做好本次活动，医院制定了
活动方案，成立了由院长为总指挥
的消防疏散演练应急指挥小组，以
及成立了秩序维护组、后勤保障
组、消防灭火组、医疗救护组、联络
协调组等五个活动小组。本次消防
疏散演练以医院 3号楼病区为演
练现场，通过演练不但检验了火险
发生时烟感报警、灭火器的使用、
消防栓扑救等各个方面，以及工作
人员陪送病人撤离，消防人员对危
险区域人员的救生等各个项目均
进行了演练。

陶建幸 华宣 胡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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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宣传周———

各街镇单位开展消防演练确保安全

编者按：伴随119消防宣传周的到来，我区各相关部门开展

各种形式的消防演练、宣传咨询等活动，以提高社区居民的消防

意识，消除辖区内的火灾隐患，提高相关人员及居民自身的防控

能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本报讯 （厉晖）作为与康健街
道共建的社区单位，世外小学于11
月8日下午邀请街道道德模范故事
巡演主办方来到校园进行现场演出。

“站在三尺讲台，我们是为人师
表的老师，走下讲台，我们也是一名
普普通通的社区居民。作为老师，我

们要有高尚的师德，而作为社区的
一份子，我们要向社区内的道德模
范们学习，从他们身上汲取道德的
力量，为自己的人格魅力加分。”世
外小学的陆校长表达出举办本次活
动的初衷。陆校长坦言，作为教师，
平时在学校关起门来教书育人，对

社区内的事务了解参与较少，而这
次活动恰好能给教师们提供一个体
察社区民情、提高道德修养的机会。
老师们会在活动结束以后，把道德
模范的感人故事在课堂里讲给学生
们听，把道德模范的精神传递到学
生们中间。

康健道德模范故事汇巡演进校园
世外小学组织教师聆听道德模范故事

本报讯 （记者 姚丽敏 通讯

员 张文静）11月 13日，由徐汇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师范
大学主办，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承
办的上海师范大学 2014届毕业生
综合类大型校园招聘会暨“2013年
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月徐汇
区招聘会”在上师大校园举行。

“中心每年都会举办各种类型或
者专项的招聘会，与上师大合作开
展大型的招聘会今年已经是第三年
了。这样一个零距离的平台，一方面
为用人单位提供了人才保障，另一
方面也确保了我们毕业生能够顺利
就业。会前我们针对上师大的专业
类型向企业发送了征询表，这次招
聘会有 120家单位参加，共推出

1320个岗位，其中包括有新徐汇、
汇成等一些知名度高的企事业单
位，也有科技生物等新兴成长型的
企业，着力为学生打造多方面的发
展机会。”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
心翁海明介绍。据统计，当天招聘会
进场人数约六百人，初步达成用工
意向人数过百。

据悉，徐汇区公共就业（人才）
服务中心将充分发挥公共就业人才
特色、挖掘“HR之家”会员优势，各
尽所能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合适的工
作岗位。

零距离的平台
我区举办上师大2014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

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一边
是企业压力大，一边是职工维权意
识增强，劳资矛盾已成为当今社会
的突出矛盾之一。在区人社局和区
总工会联合举办的劳动争议调解工
作培训班上，主办方表示，希望提升
大调解队伍的实务能力，真正发挥
好劳动争议源头参与、源头协调和
源头化解的作用。

培训内容为时一天，浦东新区
总工会常驻劳动仲裁委员会的专职
仲裁员李保安、市人社局调解仲裁
管理处副处长曹建明，为大家作了
劳动争议调解的法律政策解读、案
例分析、实务应用等。

据悉，本区在人社局建立了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由于仲裁过程
费时耗力，本区整合调解、仲裁、信

访、咨询等内容形成大调解工作格
局，缓解仲裁压力。区总工会充分
参与劳动争议调解，在区人社局、
区法院、区职工服务中心分别设立
三个服务窗口，年服务量超过
17000人次。

各社区、镇总工会专职副主
席、劳动监察协管队队长和社区工
会专职调解员 50余人参加了培
训。会上下发了《徐汇区人民法院
和徐汇区总工会关于加强劳动争
议纠纷化解合作机制研讨会会议
纪要》等文件。

本报讯 （记者 耿洁玉）日前，
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因其 13年持
续的付出，获得了增爱公益基金的
关注，该基金将出资100万元作为
种子基金，设立“增爱百老德育专项
基金”。

发挥余热为青少年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是上海百老德育讲师团
成立的初衷。多年来，成员们深入
学校、社区，义务宣讲。由于没有经
济基础，活动多是自筹或争取社会
资助，经费的缺乏也让德育活动的
深入开展受到局限。增爱公益基金
理事长胡锦星说，“上海百老德育
讲师团13年无私奉献让人感到钦
佩，他们坚守在青少年德育教育的

最前沿。为需要帮助的人作些努力
是增爱公益基金历来的宗旨，除了
物质上的帮助外，思想精神领域同
样可以有所作为，这次助力百老德
育讲师团也是出于这样的考量。”
胡锦星同时表示，“增爱公益基金
只是带一个头，作一个倡导，之后
立刻就得到了不少企业的支持响
应，让人非常感动。”

在增爱公益基金会设立“百老
德育专项基金”后，不少企业都有所
响应，纷纷向该基金注资，南翔智
地、翔艺术馆、旭日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铭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米罗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投入
都让“增爱”的种子更快发芽壮大。

本区举办劳动争议调解培训班

在源头参与协调和化解

“增爱”搭台 企业响应

百老德育讲师团获助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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