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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5·1”火灾后再度巡访大型超市商场

消防安全这根“弦”仍未绷紧
5月 13日下午，在徐汇“5·1”

火灾发生两周后，记者随同徐汇区
市民巡访团一行人，走访了位于凌
云、康健、田林等街道的六家大型超
市、商场。经过第一阶段“美丽商铺”
创建活动，商场整体面貌已有所提
升，但是落实到细节处，仍有可挑剔
之处，其中，尤其是一张小小的消防
检查记录卡，有缺失的、有检查记录
不全的、有缺记录的。区巡访团团长
李永梅表示，凡此种种，反映出的是
超市商场对消防安全仍未引起足够
的重视。

巡访团一行人首先抵达的是老
沪闵路809号沃尔玛凌云店，记者

在门口看到，自行车、电瓶车的摆放
较为有序，且有专人管理，但门口有

“黄牛”摆放着“回收各种月饼票及
各类卡”的自制广告牌。此外，在沃
尔玛店的消防通道上，用黄底红字
醒目地标示着：“消防通道，车辆禁
止停放”，但是，通道上仍停放着两
辆自行车及两辆电动车。

在沃尔玛的班车候车区，卫生
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垃圾一地、蚊蝇
翻飞，墙壁上是黑色的污垢。当然，
凌云店也有改进的地方，巡访团团
长李永梅说，此前来检查时，进门的
台阶有很多缺损，这次很明显已用
水泥作了修补。

在浦北路柳州路口的家乐福柳
州路店巡访时，记者发现，该店外的
盲道的设置显得不太合理：由于通
道太过狭窄，自行车、电动车如果直
着摆放，车子的屁股就占到了盲道
上，这让盲道的畅通无阻变得不再
可能。此外，在对家乐福超市的出租
商铺进行检查时，发现灭火器没有
检查登记牌。“我们也是刚刚开张做
生意的，不太清楚。”一店家表示。

当我们在桂林路 402号的沃尔
玛田林店检查时发现，由于地上铺
了厚厚的地砖，该店外围通道上的
窨井盖变成了一个个凹进去的坑，
过往行人如不留意，很容易造成安

全隐患。此外，商场的灭火器检查标
签显示，检查只查到今年3月份。

当天巡访的第四站是宜山路
455号家乐福光启店，该门店有的
灭火器有检查保养登记卡，登记的
最新日期是5月9日，但也有的灭
火器则缺失保养卡。

离这家家乐福店不远的宜山路
408号 TOTO专卖店店面外正在
装修，但仍正常营业，巡访团在检查
时同样发现消防灭火器无安全检查
标识牌。

在宜山路320号喜盈门卫浴陶
瓷馆内，巡访团成员发现该店的创
全宣传氛围并不浓厚，“同创全国文

明城区、共建徐汇美丽家园”的宣传
易拉宝被摆放到了一个角落———一
盆大型绿色植物的后面，“显得羞羞
答答的，好像会影响到他们做生
意。”李永梅说。

此外，在对喜盈门卫浴陶瓷馆
的灭火器进行检查时发现，检查登
记表是 2012年 10月制的，表格显
示，2013年只有 4月 26日、6月 20
日，8月 6日检查过三次，此后就是
空白，2014年无任何检查信息。而
该店门口的电子显示屏上却不断滚
动着红色标语：“落实逐级安全消防
责任制，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
墙。” 记者 叶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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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徐汇区房管等部门检查
钦州南路 15家房产中介，提前介
入群租房的租赁环节。面对检查，
许多中介负责人“一问三不知”，不
能当场出示门店交易及租赁记录；
约半数中介甚至存在未到房管部
门备案或备案已过期等问题。另
外，还有中介看到检查组后直接关
门歇业。

同日记者走访沪上多家房产中
介，发现仍有中介在出租群租房，并
应允租客可在屋内自由隔间。更有
中介主动联系房东，希望可以出租
给单位用作员工集体宿舍。

无法提供租赁记录

昨日 9时，徐汇区房管部门联
合消防、工商、公安等组成检查组，
以钦州南路 702号为界，对路两侧
的 15家房产中介进行突击检查，
重点检查中介是否存在租赁群租
房的行为。

面对检查，中介负责人多“一
问三不知”，在被要求出示门店交
易及租赁记录时，则声称全部上交
总部、门店无记录；另有一半的中
介没有房管部门的“备案证书”或
已过期，有租赁交易记录的中介也
未到街道进行租赁合同备案，且门
店公示的营业执照等证件不齐全，
甚至有的门店什么都未公示。

根据有关规定，上海市房地产

经纪组织在取得营业执照后 30日
内，需要到登记机关所在地的区、
县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并申领备
案证书。备案证书的有效期限为两
年，有效期满后可申请延期，不申
请延期，不得继续从事房地产经纪
活动。

徐汇区房管局工作人员介绍，
营业机构未进行“备案”，将面临停
止买卖合同的网上交易权，租赁合
同未备案，警告无果后也将面临高
额处罚。具体如中介未备案租赁合
同，处以 3000-30000元的处罚，租
赁当事人未备案，处以 1000元以
下的罚款，若租赁当事人是单位性
质，罚金将提高至1000-10000元。

在检查中，有两家中介门店直
接关门大吉。钦州南路621号的“沪
丰房产”，锁住的店内还亮着没来得
及关闭的照明灯。邻近商铺店主称，
该中介数分钟前还在正常营业。

另一家关闭的中介是钦州南
路636号的“浩佳房产”。在门店口
的房源信息显示有面积 14平方米
的房屋出租，房屋地址在桂林西街
11弄，类型为“二室房合租”。“面
积这么小，还是二室户型，极有群
租的嫌疑。”检查人员如此解释。

徐汇区虹梅街道房管办蔡姓
负责人介绍，对 15家房产中介的
检查，其提供的销售记录均为电子
版本，虽没有发现有出租群租房屋

的迹象，但很有可能故意隐藏。
当日，检查组还向中介发放

“居住房屋租赁行为告知承诺书”，
要求中介每交易一份租赁业务，就
需签署一份“承诺书”，与合同文本
一起存档备案，“承诺书”需要中介
机构和出租人以及承租人的签名。

仍有中介出租群租房

市消防部门前天透露，5月 1
日至目前，上海市公安消防部门共
排摸群租房情况 8200多户，拆除
群租分隔 4000余间，清退群租人
员 11000多人。然而，依旧有中介
明确称有群租房可以出租。

昨日上午，徐汇区房管等部门
刚对钦州南路的房产中介进行突击
检查，被检查的房产中介当面称，中
介从未从事过群租房屋租赁生意。

然而昨日 20时，一家地处钦
州南路 726号的房产中介，门店陈
姓负责人直接称有隔板间，也有整
套房屋出租，房客可以自行隔断。

陈姓负责人告诉记者，隔板间
的房源可以保证，地点在漕宝路虹
漕路附近的多层住宅小区，隔板间
的面积约10平方米，租金是800元
/月。另在桂林西街有70-90平方
米的整套房屋出租，房客租下后可
以自己隔断，“随便隔，房东同意。”

早报记者 胡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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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典之下群租房仍被公开推销
突击检查有中介紧急关门

本报讯（童诚）5月 9日下午，
我区在漕河泾开发区百视通公司召
开企事业单位社会责任联盟志愿服
务进社区工作推进会，市文明办副
主任宋慧出席并讲话。

会上，区文明办对建立企事业
单位社会责任联盟，推动志愿服务进
社区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徐家汇街

道、虹梅街道、瑞侃电子、百视通公司
等单位进行了交流发言。漕河泾开发
区企业协会发出倡议，号召域内的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城区创建，共
同打造“尚善之区”。现场，虹梅社区
63个企事业社会责任联盟成员单位
还认领了文明倡导、睦邻社区等5大
类社区志愿服务项目。

我区63家企事业单位
认领志愿服务项目

本报讯 （记者 姚丽敏）“灯
光摇曳着飘过来了，寒夜似乎也充
满了温暖……”缓缓的音乐响起，主
持人娓娓讲述南丁格尔故事，现场
观众也随着画面的更替，一步步从
战争年代的护理场景走近当代的护
理工作。

近日，在天平 /湖南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举办的以“传承品质、
提升文化、滋养心灵”为主题道德讲
堂活动现场，“传承一代精神、颁发
一份奖项、讲述一个故事、合作一场
游戏、表达一段心声、传颂一段誓
言”的环节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的

同时，增强了护理团队凝聚力。
“一个故事”道出了陈支兰和林

祎杨这样的优秀护士。她们将护理
新技术、新理念应用于糖尿病等慢
性患者的健康宣教及护理操作中，
减少并发症，减轻患者肉体痛苦；她
们……而这一份“优秀护士”奖状，
站在台上的她们当之无愧。

中心相关组织者表示，希望借
此活动让先进的人物事迹能感召身
边人，传承和发扬救死扶伤、乐于奉
献精神，将精湛的护理技术和科学
的管理态度融入护理服务，使人性
关怀不断得到完善。

天平
(

湖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办道德讲堂

爱心故事弘扬奉献精神

在龙华街道“龙七”小区某顶楼
的楼梯边，一个重逾百斤且体型硕
大的铁鞋箱“巨无霸”，经过小区居
委干部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居民
老王终于在居委会志愿者、物业的
帮助下，动用了切割机，搬走了这个
被称为“巨无霸”的铁质鞋箱。

铁鞋箱的主人老王在 10多年
前请人按照门前楼道“量身打造”
坚固实用的鞋箱，不仅容纳了老王
家的鞋子，进门脱鞋换鞋，还可以
暂放拎包菜篮，是老王一家上上下
下都喜欢的大门外的“家具”。然
而，今年春节过后“创全”活动的逐
步深入，这个大铁鞋箱已经成了

“美丽楼道”建设的“重中之重”。鞋
箱“巨无霸”是否能够搬除也成了
大家的热门话题。

小区党总支书记袁蓓主动找
老王谈心聊家常，并有意无意地将
话题朝“美丽楼道”和楼道鞋箱影
响消防和楼道整洁等方面的内容
靠。指出了“美丽楼道”创建“总要
有一个人带带头”的，希望平时一

向热心社区公益事业的老王能在
这方面带个头。平时老王总在小区

“巧遇”袁蓓，她的主动关心最终让
老王松动了，想想书记这么关心自
己，如果还“装聋作哑”，就太对不
起居委干部了。于是就出现了本文
开头时的一幕。

小区里个头最大的铁鞋箱搬
走后，在创建美丽楼道活动中引起
了连锁反应。对此，袁蓓自有独特
的想法：要多理解居民，要多正向
激励。丰富的党建经验让袁蓓觉得
正向激励的效果要比“狠三狠四”
地做工作好得多。因此，在“美丽楼
道”创建活动中，党总支只要发现
哪个楼道搬走了陈年垃圾，哪个居
民拆除了第二道铁门，哪个居民搬
走了鞋箱，党总支都会利用党员学
习会、楼组长会议，黑板报、画廊等
载体表扬点滴好人好事，弘扬他们
的精神，让被表扬的居民有荣誉
感，在小区里形成更强的创建凝聚
力，为楼道的美丽添砖加瓦。

冯联清 记者 关辛

龙华：真情让鞋箱“巨无霸”搬了家

如此这般的

休闲，既不雅观，

又妨碍了其他市

民的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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