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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街道住宅区综合治理最大最难小区启动第一拆

“跳”好拆、建、管“三步曲”
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南丹

南村小区是今年徐家汇街道住宅小
区综合治理中的重点小区，也是涉
及到整治的10个小区中，最大最难
且问题最多的居民小区。8月18日
上午，由街道社区管理办牵头，在区
拆违办的大力支持下，城管徐家汇
中队、徐家汇市场监管所、徐家汇派
出所、房管办以及市容、保安等各方
力量，对南丹路 333弄、宜山路 12
弄内4处违法建筑实施拆除，启动
南丹南村小区第一拆。

排摸确定“五违”整治点

南丹南村小区占地面积超过
14万平方米，共有两千多户居民，
具有“房子多、人口多、违法搭建多”
的特点。小区内部天井搭建、外拓搭
建、破墙开店、破墙开门、占用公共
区域等问题比较突出，停车管理、日
常保洁保绿等软件管理也存在一定
问题。从小区外围来讲，违法经营现
象比较多，有三十多处。

根据小区实际情况，街道从“五

违”整治着手开展综合治理。从7月
12日起，由社管办、房管办、城管、
市场监管所等部门抽调 10名工作
人员组成 4个工作组，对南丹南村
小区 238个点位进行了走访、调
查、摸底工作。截至 7月 22日，经
过两周的排摸，初步确定对南丹南
村小区内外共计 199个“五违”点
实施整治，其中违法搭建 157处，
破墙开店 20处。

以“三先三后”为原则

“南丹南村小区拆违行动按照的
原则是：先公后私，先单位后个人，
先公共部位后居住场所。”社区管理
办副主任唐慧介绍说。

按照这一原则，8月 15日，工
作组再次进驻小区，展开拆违约谈
工作。拆违得到物业的支持、居民
的理解，但也有个别违建里的居住
者态度强硬，不愿搬离。社区管理
办成一兵告诉记者，面对对方的言
语挑衅，工作组坚持原则，不惧压
力，以更加坚定的态度告知对方，

拆违行动不容动摇。第一个拆违日
正逢高温天气，各方工作人员在烈
日下汗流浃背地坚守岗位、各司其
职，顺利拆除了 4处违法建筑。

分“拆、建、管”三步走

据了解，南丹南村综合整治分
为“拆、建、管”三步走。其中违法搭
建、违法经营、乱设摊等整治工作计

划在10月31日前完成。
按照“三先三后”原则，8月底将

对“公字头”的违法搭建全部实施拆
除。随后将按工作计划，约谈公共区
域的违法搭建人。对小区内违建、乱
设摊的相关人员，以及小区外围的涉
违商户，制订集中整治专项方案，对
外拓搭建予以拆除，对破墙开门开窗
予以恢复，对“居改非”、乱设摊、无证
经营予以取缔，对天井搭建予以限制

交易。
“拆违是南丹小区综合整治第

一步”。唐慧表示，接下来建和管也
要跟上去，对于小区停车难、绿化等
各方面问题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在
此基础上，将继续进行思考和探索，
着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更加
紧密协调小区“三驾马车”，建立小
区自治公约，通过居民自治建设，共
同建设美丽小区、宜居小区。

今年是全面推进落实住宅小区
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的关键年。
在列入第一批全区重点整治的 105
个基础薄弱小区中，田林有 9个，建
于上世纪 90年代的徐虹公寓是其
中之一。

位于古宜路 170弄、180弄的徐
虹公寓为混合型小区，建于 1996年。
居民区书记凃筱梅告诉记者，小区周
围经历了几次大工程，轨道 3、4、9号
线的开挖建造对小区产生影响，房屋
沉降、开裂、渗水等情况在居民区普
遍存在，困扰居民已久。这次借本区
居民区综合治理的契机，能够让徐虹

公寓得以进行“平改坡”综合改造，居
民们都说“终于让我们盼到了”。

在徐虹公寓的综合治理工作方
案中，记者了解到，“平改坡”综合改
造算是大工程，工程还会对小区一
些基础设施进行翻新，比如 180弄
1号、2号高层底层大厅地砖、内墙、
天花板破损严重，地下车库遮阳棚
严重损坏，小区道路坑洼，小区活动
室墙面开裂、屋顶漏水等都会趁着
工程进行改善。小区绿化布局不完
善，170弄大门道路右侧终年黄土
裸露,左侧网格 11个停车位地面坑
洼,树木疯长扰民；小区无建筑垃圾
库房；门禁系统损坏严重；宣传栏、
休闲椅破损等都是这次小区综合治
理整理出来的问题，也会在这次治
理中进行完善。

除了硬件建设方面，徐虹公寓

的软件改善走在了前面。“综合治理
工程可以还小区一个美丽的环境，
同样也提醒我们更要重视维护和管
理。”凃筱梅这样说。因而，徐虹公寓
的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还把居民自治
的内容写了进去，比如加强机动车、
非机动车停放规范管理；加强对无
群租、无违法建筑小区的预前管理
和监督；加强楼道堆物、乱扔垃圾专
项整治，“这些也都是‘美丽·幸福’
小区的要求”。除了建立楼组包干
制，每周四巡查整治外，还有每月
15日的整洁小区行动；平安志愿者
巡逻队会在每天上午、下午巡查小
区；做随手志愿者，发现小问题及时
解决，发现大问题则反馈给物业及
居委等等，居民自治的做法也为小
区营造了文明良好的氛围。

记者 耿洁玉

徐虹公寓列入本区首批“美丽·幸福”行动小区：

小区面貌焕新颜 居民自治走在前

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我
在夏令营里参观了昆虫博物馆、航
运博物馆，最难忘的是去参观了微
软公司，感觉很新奇，很高科技。”在
滨江建设者之家夏令营闭营仪式
上，四年级的兰香云跟记者分享她
的感受，她说现在还看不太懂那些
科技的东西，但是以后想去那里上
班。

徐汇滨江建设者之家夏令营为
期一个月，每周二、五开营，半天室
内课程，半天外出参观。活动中，中

科院生物研究所、区中心医院、复
旦大学出版社的老师们给 30名滨
江建设者子女带来了通俗易懂的
科普讲座、健康讲座、传统文化诗
词歌赋等课程。小学员们还走出课
堂，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游学活动，
先后游览了滨江建设工地和海事
塔、微软上海公司，参观了昆虫博
物馆、上海交通大学和钱学森博物
馆、公安博物馆、航海博物馆等科
普性场馆，登上了东方明珠，感受
了 259米悬空观光廊的“上海高

度”。在欢声笑语中，小学员们增长
了知识、开阔了视野。而在闭营式
当天下午，孩子们更是首次踏入上
剧场，观看了奇幻童话亲子儿童剧
《蓝马》。同时，夏令营作为公益性
质，不向学员收取任何费用。

据悉，团区委还将联合相关单
位，在建设者之家配送电影放映、培
训讲座等服务项目，结合实际开展

“文化活动”进工地、健康服务进工
地、“卡拉OK大家唱”等各类丰富
多彩的活动。

滨江建设者之家夏令营闭营

本报讯 （记者 许晓红）邂逅
一次浪漫，相约一份真爱，2016

“缘聚徐汇”青年公益交友活动第
一场《艺匠》，在我国最大的交通、
港口工程勘察设计测绘单位之一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
院有限公司举办。90多名来自区
域单位的单身青年来到现场，寻觅
有缘人。

活动由区域党建促进会、团区
委主办，梦东方青年人才公益中心
承办，从青年实际需求出发，为广
大青年搭建公益交友平台。活动现
场温馨又有新意，在挂满男女嘉宾
缘分卡的气球墙上，每位嘉宾都留
下自己对另一半的期望。活动主线
结合现实奥运热点，通过闪电破
冰、爱情奥运之无敌风火轮、爱情

奥运之丘比特之箭等互动环节为
大家带来多多的接触和交流，在主
持人引导下，渐渐在游戏中拉近彼
此的距离，多角度展示个人魅力，
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据悉，2016缘聚徐汇在首场
活动《艺匠》后，还将推出 10月浓
情季 《蓝星》、12月浪漫季 《魅
影》。

“缘聚徐汇”公益交友活动助寻有缘人

本报讯 （记者 耿洁玉）社
区活动的参与者大多都是老年人，
缺少年轻人的现状如何改善？虹梅
街道古美一居委把脑筋动在了发
动更多年轻人参与社区活动上。

“食妈妈烘焙坊”这一小区自治项
目就是他们想出的妙招。如今随着

“食妈妈烘焙坊”项目的推进，“食
妈妈烘焙坊”微信群也建立了起
来，小区的年轻人不仅互相有了联
系，还纷纷在这个平台上为小区建
设建言。这是8月17日，虹梅街道
2016年居民区自治项目评审会上
的一段小故事。

“百姓的故事百姓演，百姓的
项目百姓评”，这次虹梅街道的自
治项目评审会别出心裁，12个居民
区自治项目以情景剧方式演绎，再
由社区居民组成的大众评审团和

院校及业内专家组成评审团共同进
行评审。不再是枯燥的纸上谈兵，而
是将自治项目的前因后果、推进情
况生动呈现，小区自治项目的情景
式演绎不仅让居民说出了心里话，
还格外能引起场下共鸣。

“居民自己评选出的才是好项目，
社区自治因为这些项目才能更接地
气。”虹梅社区自治办负责人表示。
在街道制定并出台的《虹梅街道居
民区自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推
动下，13个居民区结合自身实际，
申报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
服务”3类 17个项目，从中挑选出
12个项目，通过 12个情景剧汇演
的形式，由现场居民通过投票评选
出最受欢迎项目和自治形式。同时，
借助专家点评的方式，帮助居民区
更好地提升自治项目品质。

虹梅12个自治项目情景式演绎

庆生日 祝健康 党的恩情永不忘
编辑同志：

今天，我要

向贵报反映一

件激动人心且

让我记忆深刻

的事，这件事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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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早，田林街道新

苑第三、第四居委会党支部副书

记杨雪芬、居委会主任沈萍、大组

长江秀英以及热心的志愿者们，

满腔热情，顶高温、冒热浪，布置

小会场，邀请管辖小区内十多位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出席特地为他

们举办的“庆生日、祝健康”座谈

会，消息传开，引起人们关注。

“居委会为普通居民老人庆

祝生日，新鲜！”正因为新鲜，出席

座谈会的老人们主动提前到场，争

相发言，场面热烈。

家住
&$"

号的叶冠华老人，

已经
("

岁高龄了。他身子硬朗，

思路清晰，抢着第一个发言：“今

天，居委会专门开座谈会为过生

日的高龄老年人祝福，我是怎么

想也想不到的，感到无比温暖，党

的恩情永不忘！”话音刚落，
%!"

号

的马幼良老人立即接口，他深沉

地叙述了居委会曾为他提供的诸

多帮助，以及在他的老伴过世后，

居委会又及时安排他去“老年日

托班”，结识新朋友，开拓生活乐

趣。他说：“今天居委会又为我们

的生日举行庆祝座谈会，关心备

至，党就是我的母亲”。居住在
%!"

号的沈水祥老人，虽然还没到
%"

岁，但居委会还是热情地邀请他

来参加座谈会。他的发言，言简意

赅：“我活到今天，只过过两次生

日，一次是年幼时，第二次就是今

天，我十分感动，也十分珍惜，我是

永远不会忘记的。”

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

深拨动了在场每个老人的情弦。我

今年
%)

岁了，参加过无数次各种

过生日的活动。但是，居委会组织

邀请我和老伴一起以话家常形式

过生日，确确实实还是有生以来第

一次。这不仅反映出居委会老年工

作内容的创新，而且还可以看出居

委会注重把老年工作做深、做细，

把关心真正落到老年人的心坎里，

又一次传递了党的温暖……

读者 徐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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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用于小区清洁人员居住的违建被拆除 正在拆除宜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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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内一处“公字头”违建 均 许晓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