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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上午，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陈高宏一行来到徐汇区精
神卫生中心、龙华寺，实地检查安
全保卫以及社会面防控工作。

在区精神卫生中心，陈高宏一
行视察了门诊大厅、重症病区、康复
科以及美沙酮门诊，了解精神病人
的管控情况。在龙华寺，陈高宏一行
重点了解了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隐
患防控以及突发事件应对等情况。

陈高宏指出，安全保卫工作关
键在于常态长效，要强化日常管理，
组织、培训一支可以随时拉得出的
专兼职人员力量，加强经常性的防
控和应急演练。要制定预案，落实重
大会议活动的指挥、统筹、协调机
制，积极应对突发事件。他还要求区
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搭建平台、加
强资源整合，努力为龙华寺周边地

区更好地规划开发提供服务。
5月14日上午，区政协主席

韦源走访了华泾镇华浦村、建华村
等，结合亚信峰会安保工作开展消
防和治安检查。

由于华浦宅河头宅基地外来
人员多、老旧房屋多、消防隐患多，
为此，华泾镇借文明创建工作和群
租整治活动，对宅河头人员构成进
行了登记梳理，对应急消防器材进
行了补充。韦源要求，亚信峰会期
间，华泾社区要强化“四位一体”小
区建设和“群防群治”安保标准，综
治办要加强社区治安巡逻，群防群
治队员们要协助维护居委和村队
治安秩序，全力排查安全隐患，发
现问题及时汇报、及时处理、及时
解决，确保一方平安。

区委副书记于秀芬于5月13
日下午与街道、消防等相关部门一

起，对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供气
部漕宝站及虹桥镇左村的消防安
全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发现，供气部能按照区域
及行业要求，建立长效的消防安全
保障机制，确保每班有十余人进行
24小时的轮值，相关负责人亦承
诺在亚信峰会期间将一如既往地
做好行业自律，加强值班管理，确
保万无一失。而左村由于属于“一
地二府”性质，管理困难，检查中发
现存在经营、仓储、居住“三合一”
的现象，且屋内分隔、堆放的物品
多属于易燃材质，并使用液化气，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于秀芬当即敦
促相关部门加强管理，拟定对策。
相关部门表示近日将对“三合一”
房屋的居住功能进行“剥离”，使之
相对独立。 记者 叶百安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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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区全覆盖 衔接无缝隙
我区实施最高警戒级别确保亚信峰会安全

! ! ! !

本报讯 （记者 关辛）
%月 !%日

上午，“追逐梦想 创艺人生”徐汇
区残疾人文化艺术作品展在土山
湾美术馆拉开帷幕。

本次徐汇区残疾人文艺作品
展共展出了区域各界残障人士的
"##多件作品，包括有知名残障艺
术家和阳光之家、阳光心园学员的
手工艺作品。斜土阳光之家指导老
师张伟莉说：“完成一个手工毛毡
小包大约要一整天的时间，成品可
以参加每月斜土社区的公益大篷
车义卖活动，虽然收入并不多，但
是这让智障人士很有成就感。”除
了残障人士艺术作品展示外，现场
还举办了义卖活动。

又讯 （记者 许晓红）“不管
我们身患何种残障，我们都是自己
的太阳，要向周围的人散发光和
热。”在徐家汇第三届“心灵之声”
残疾人专场音乐会上，数十位残障
人士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徐家汇阳光之家学员薛钦、周
玮跟着师傅张永刚学习上海说唱，
勇敢挑战《金陵塔》，“背了两个月

了，师傅有功劳的。”演出前薛钦大
声地告诉记者。“所有演员都是残
障人士，观众有徐家汇社区的残障
人士，也有健全人。我们希望在全
国助残日之际，搭建平台让残障人
士向社会展现他们的才华道出他
们的心声。”街道干部介绍说。

又讯 （记者 关辛）
%月 !'日，

由徐汇区残联主办，纪勋初等职业
学校承办的“爱美食、爱生活、爱工

作”活动在纪勋校园内拉开帷幕。
现场全区十四所“阳光之家”学员
在各自的展台亲手制作美食，并邀
请现场的师生们品尝。

本次美食文化节活动以竞赛
的形式，展示智障人士美食制作技
能。在职业美食展台，一些从纪勋
学校毕业后进入棒约翰、永和大
王、星巴克、万豪国际酒店等企业的
学子回到母校，展示他们的技能。

徐汇残疾人文化生活绚丽多彩

! ! ! !亚信峰会进入倒计时，为有效
应对当前日益严峻反恐形势，进一
步加强本区上海铁路南站安全防范
各项措施，实现公安部提出的火车
站周边区域发生突发案事件“一分
钟处置”的工作目标，公安分局相关
警种和属地南站治安派出所建立工
作专班，主动协调对接铁路公安，精
心研究制定方案，并于 %月 !%日启
动了联勤联动。
采访中，分局相关负责警员告

诉记者，目前分局已经启动了与铁
路公安联合武装巡逻工作机制，势
必全力筑牢上海铁路南站安全防
线。为坚决确保铁路南站“点”上安
全，分局克服当前各项警务工作叠

加、警力资源极度紧张的困难，一方
面将南站派出所现有警力部署进行
优化，最大限度发挥效能；同时，从
分局机关内部抽调了警力增援南站
派出所，与铁路公安警力进行混编
整合。“我们重点加强了与铁路公安
管辖区结合部的巡逻，守住铁路南
站南北广场的四个出口，看住 "个
连接天桥，增加了铁路与地铁、长途
汽车站地下通道的巡逻力量，做到
铁路南站南北广场、地下出入口和
通道都有铁路公安和地方公安的混
编巡逻力量，并按照‘一分钟处置’
的工作要求，精细布点布岗、设计巡
线，实现巡区全覆盖、衔接无缝隙。”
各相关委办亦各司其职，做好会

议保障工作。区建交委多方着手，一
方面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制，加强
对区内主干道、下立交、桥梁、排水泵
闸、地下车库以及人行天桥等重要市
政设施的巡查和检测，同时梳理排查
不稳定因素，制定稳控方案及应急预
案，建立快速应对处置机制。
徐汇区重要公共场所保障任务

主要是外国首脑下榻宾馆卫生监督
保障。区卫计委在前期工作中加强
场所卫生监督，针对外国首脑下榻
宾馆制定三种级别的卫生监督保障
预案，% 月 !% 日至 % 月 "( 日已启
用红色预案，每天对重点宾馆进行
监督检查。另外，针对近期各地医患
纠纷多发特点，加强医疗质量监控，

改进服务细节，加强医患沟通，增加
医院保安力量，确保不发生产生重
大影响的医患纠纷。
此外，各街镇群防群治力量也

已经沉入一线，参与到隐患问题排
查、社区治安巡防、矛盾纠纷化解、
街面、重点区域巡逻守护及驻点守
护等工作中去。

%月 !%日至 ""日期间，每天 )

点至 !&点，徐家汇街道的平安志愿
者参与地铁 ! 号线徐家汇站等 (*

个站点的安全执守，参与量达到
('$*人次。斜土街道则针对轨交 '

个出口安排志愿者进行巡逻，每天
安排 &'名平安志愿者，共计 %)'名
平安志愿者上岗。湖南街道在 !#个
轨交车站出入口安排了志愿者，漕
河泾街道组织机关干部参加南站南
广场、南站北广场、沪闵路+动力北
一路路口等公共广场、交通路口的
文明值勤活动。从 %月 !%日开始，

康健街道“亚信峰会”平安志愿者正
式上岗，每天上岗四小时，对小区、
主要路口、重点场所等开展看家护
院行动和街面巡逻。
各街镇巡逻还涉及到不少领事

馆等重点领域及马路沿线。天平街
道 "!个居民区根据区综治办志愿
者工作方案的要求，每天安排 '名
平安志愿者在指定时间段，分组开
展看家护院、邻里守望巡视工作。结
合天平社区的特点，街道组织平安
志愿者开展社区内的治安巡逻，落
实看家护院、邻里守望等各项治安
防范措施。其中，以衡山路、淮海中
路、华山路为重点巡逻区域；在衡山
路景观道路沿线公交车站安排平安
志愿者进行驻点守护；街道还安排
综治社保队员和反邪教专门工作者
在白天加强街面巡视。
记者 姚丽敏 许晓红 关辛 通

讯员 窦敏 厉晖 建蔚 天平 湖南

! ! ! !曾有市级媒体报道八旬老妪梁
善勤成功摘除重达 !(斤的腹部肿
瘤，可有谁注意到在梁阿婆住院期间
默默陪夜、悉心照料的身影。“梁老师
是‘老归侨’，也是我的老邻居，更是我
的重点服务对象。”漕河泾街道侨联
会副主席崔培知回忆这位老邻居说。
七十多岁时，老伴离世，梁阿婆

成为了名符其实的孤老，八十多岁
却查出了肿瘤，虽说是良性，但仍需
要手术切除，护理、陪夜的活都落在
了老崔的身上，“梁阿婆是我的结对
对象，又比较信任侨联，老伴过世
后，家里的钥匙就有一把一直放在
我这里，直到她去世，有廿多年了。”
手术后，老崔一周总要到梁阿婆家
去上两三回，陪她看病、配药、领工
资，顺带做些修修补补，“我总是把
她当自家的老人对待。”担心梁阿婆
一个人在家发生意外，老崔还帮她
安装了遥控门铃，门铃安装在楼下
邻居家，“我跟邻居说了，要是有什
么事，马上打电话给我，我赶过来。”
“其实，不单是梁阿婆，漕河泾社区
里的 "&名老归侨都是我们的重点
服务对象。他们在特殊的时期回到

了祖国，对我们国家是有贡献的。”
“侨之家”的活动室里，“五星侨

之家”的标牌被放置在醒目的位置，
这是日前从上海百余家“侨之家”中
脱颖而出所获得的。橱窗里还满满当
当陈列着自 "##"年漕河泾街道侨联
会成立以来获得的各类荣誉。在采访
中，记者得知漕河泾街道现有归侨、
侨眷、留学生家属 "%!"户，()!%人，
而为这个群体提供服务的，是五十多
名基层的志愿联络员。“开始只有一
百多户，到现在有两千多户。最初他
们碰到困难了才会想起我们，现在需
要维权了就会想到我们。”郑家震是
街道“最年轻的老归侨”，也是“侨之
家”的主要管理人员之一，他说，“侨
之家”做得是穿针引线的活，主要就
是了解情况，反馈信息，把侨界人士
团结到一起，发挥正能量。
在街道党工委的重视下，“侨之

家”的人、财、物得到了保障，此外，
街道还在“侨之家”和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窗口开设了维权热线，为
统战人士提供法律服务、排忧解难。

这便是，“社区为侨服务好，侨
为社区贡献多”。 记者 姚丽敏

漕河泾街道“五星侨之家”抓队伍明侨情重服务

“老归侨家的钥匙，在我
这里放了廿多年”

! ! ! !

本报讯 （记者 关辛 通讯员

余杨）
%月 %日，区委、区政府召开

"#!$年区档案工作会议，会议通报
了 "#!(年全区档案工作情况，安排
部署了 "#!$年档案工作。区委副书
记于秀芬、市档案局副局长邢建榕出
席会议并讲话，副区长朱成钢主持会
议。区检察院、华泾镇和徐房集团等
三家单位进行了交流发言。
区检察院以信息化建设为重点，

推进对档案工作的“智慧管理”，对
!&&&年至 "#!!年的文书档案和诉
讼档案进行了数字化扫描和数据安
全存储，并自主研发信息化管理平
台，推进档案利用便捷化，严格落实
归档结案制度，推进档案管理规范
化。徐房集团在历史风貌区保护工作
中，为每一幢老房子建立了包括历史
故事、图纸、租赁使用情况在内的档
案，尽可能保全留存历史资料。

我区部署2014年档案工作

! ! ! !本报讯 （通讯员 徐喆衎）为
进一步丰富并完善区域性糖尿病
管理的流程及评价体系，提高基
层医院医护人员对糖尿病规范化
防治及管理的认识及管理水平，
大华医院于 % 月 !' 日至 !* 日举
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区

域性链式分层管理在糖尿病综合
防治中的作用》研讨班，邀请三级
医院、疾控中心等专家，提供一套
可持续的有效认知模式，提升医护
人员服务水平，提高糖尿病患者的
全面达标率和生活质量，为百姓更
好服务。

“大华”举办国家级继续医教项目

! ! ! !

本报讯 （记者 吴梅）走进光
启城，你不经意间就会发现，无论是
商场入口导购机、电梯导购图，还是
中庭广场、楼层走廊，都出现了不同
风格的宣传语“,-./ -0 1 2-34———做
一名‘悠客’，体验慢生活”，色调、风
格与商场整体布局非常融合。这是日
前亮相的上海首批慢生活示范街区

之一。与光启城同为慢生活示范街区
的还有位于本区的“正大乐城”。

近年来，慢性病成为政府、居
民、专业人员的热门话题，事实上
慢性病已逐渐替代传染病成为危
害居民健康，增加疾病负担的最主
要因素。如何使“慢性病预防”变得
可见、可行、可为？本区参考国内外

“慢生活”推广模式，结合区内实际
情况，在区内开展了“慢生活示范
街区”创建活动。

据了解，本区“慢生活”推广活
动将持续 "至 (年，届时徐汇将出
现多家“慢生活”主题商业中心、公
园或餐厅，如武康路文化街、星游
城、上海植物园等。

沪上首批慢生活示范街区亮相徐汇

凌云街道特奥运动员参加融合网球体验活动与网球大师合影 宣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