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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212个小区，预计可惠及30万人口

松江“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全面启动
□短讯

□通讯员 沈莉娜

本报讯 为了解决好老旧小区
居民用水“最后一公里”的水质安全
问题，松江区于今年初开始全面启
动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
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实事工程，
这一改造工程紧密结合该区旧街坊
整体改造项目，涉及212个小区、142
个零星住宅楼，预计可惠及30万人
口，整个工程将于明年基本完成。

目前，城市自来水的供应由水
源、水厂、管网和“二次供水”组成。
自来水通过管网输送到居民住宅小
区后，要通过“二次供水”设施送到

每家每户，这些设施包括供水水箱、
水池、管道、阀门、水泵、计量器具及
其附属设施。由于居民住宅年久老
化，部分水池、水泵、管道等设施选
材低质，“二次供水”的水质无法得
到保障，极易出现水质二次污染的
现象。实施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
施改造，是指对老旧小区内的供水
楼道立管、水池、水箱、泵站、计量器
具进行改造，用新型健康环保的管
材替换锈蚀老化的铸铁管、镀锌管
等落后管材，泵站水箱按食品级标
准改造，室内水表外移，改造后由供
水企业直接管水到表，并实施专业
化的管理和服务，更好地保障供水

水质的安全、水压的稳定达标。
本次“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主要

针对该区建于 2000 年以前及一些
群众信访突出的居民住宅，住宅小
区面积为 752 万平方米，其中非商
品房 416 万平方米，相对集中于岳
阳、方松、中山、永丰四个街道，预计
受益人口近30万。改造共涉及4项
内容，包括楼宇共用立管、水箱、水
池、水泵等相关辅助设备的改造及
水表外移工程。计划今年完成改造
小区面积600万平方米，覆盖58个
旧街坊改造区域，明年基本完成改
造任务，并逐步实现供水企业管水
到表。

本次改造完成后，将从根本上
消除“二次供水”对供水水质、水压
和安全的不利影响。同时，打破之
前分割开来的管理体制，根据《上海
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管理移交
办法》的相关要求，对于实施“二次
供水”设施改造的居民住宅小区，按
照“改造一批，验收一批，接管一批，
管水到表”的原则，解决设施改造后
的维修等后续服务问题，实现设施
可持续养护。这项工程是解决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
有力举措，是保障供水水质、解决好
城镇供水“最后一公里”水质等问题
的惠民工程。

鲜花扮靓生活鲜花扮靓生活
春节前后，在金山区各花店，前来选购或预定鲜花的市民络绎不绝。鲜花扮靓生活，给过节迎春带来一份

好心情。 通讯员 庄毅 摄/文

□通讯员 潘丹云

本报讯 上下班赶上拥堵高峰，
真“心塞”，这种情况今后将有所改
善。今年，奉贤区将开工浦卫北路、
金海中路、金庄路、大叶公路（东一
段）等项目，纵横结合，贯通奉贤交
通大动脉。日前，浦卫北路改建工
程正式开工建设。

“浦卫公路原先比较狭窄，建成
后将成为双向六车道，红线宽度达
50 米。”奉贤区交能集团负责人介
绍，新建的浦卫北路项目设计为二
级公路，北起闵浦三桥浦南一侧接
地点，南至南亭公路,项目总投资约
14亿元，全长8.58公里。从道路的
宽度来讲大大缓解了当地交通的压
力，同时也会成为连接闵行、奉贤和
金山的重要通道。

在浦卫北路项目施工现场，道
路施工区域的半幅已被封闭，工人
们正在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正
式开启道路建设。据介绍，浦卫北
路将与建成后的昆阳路大桥相连
接，此次改建工程作为大桥相配套
道路基础建设，施工区域为昆阳路
大桥至大叶公路，将在原有双向两
车道基础上进行拓宽改建。

“工程将采用半幅翻交施工，来
保证车辆正常通行。目前，计划今
年6月进行翻交施工，预计2017年
年底将建成通车。”浦卫北路改建工
程项目经理介绍，该项目自去年12
月28日正式开工，工期为388天。，

据介绍，原先黄浦江面从闵浦
二桥至松浦大桥之间，10公里范围
内缺失越江通道。其中闵浦二桥不
能通行货车及行人，货车需要绕行
至奉浦大桥通行，货车通道的缺失
不仅让车辆绕行增添麻烦，也大大
增加 S4 高速公路及奉浦大桥的车
流量。正在建设中的昆阳路大桥填
补通道空白。大桥建成后，浦卫公

路作为相对等流量道路和大桥连
接，最大程度发挥大桥作用。

据悉，浦卫北路改建工程是浦
卫公路改建的第一阶段工程，整个
浦卫公路改建工程主要分为浦卫南
路和浦卫北路，走向与现状浦卫公
路基本一致。浦卫北路改建工程为
闵浦三桥至南亭公路，浦卫南路改
建工程为平庄公路至胡滨公路，将

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进行拓宽改
建。

此外，为了与浦东连接，今年，
奉贤还将拟新建大叶公路（东一段）
项目，该规划为一级公路，西起新奉
公路，东至奉贤——浦东区界，长约
5.32 公里，红线宽度 50 米，项目总
投资约为11亿元。

□通讯员 陆辰丽

本报讯 日前，通过网络投票及
专家评审，金山区朱泾镇爱心助老
送餐志愿服务项目荣获 2016 年上
海市十大群众最喜爱的社区志愿服
务项目。该镇爱心助老送餐志愿服
务项目不仅解决了 65 周岁以上老
人吃饭难的问题，还在一次次送餐
服务中，拉近了居民之间的距离，真
正实现了“走百家门，解百家需，暖
百家情”的服务成效。

正午时分，朱泾镇南圩居委会
的干部提着保温饭盒，冒着寒风，挨
个将午饭送往老人家中。家住南圩
小区的86岁老人褚正清，在接受送
餐服务的过程中，他和居委会干部
加深了了解，并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居委会干部不仅经常给身为党
员的他送来党报，在知道他腿脚不
便无法参加党小组活动后，还主动
在每次活动后将活动资料送去给
他。不少居委会干部也纷纷表示，
送餐以后，对小区的老人了解更
多，也进一步知道他们需要些什么
了。

居委干部的付出，居民们都看
在眼里，同时对他们的工作也多了
一份理解。当临东居委会的干部送
餐到临源一村时，居民蔡东初已经
静候在楼下了。居委干部多次劝蔡
老伯，不用下楼来，饭菜会直接送到
家里，可是蔡老伯却执意认为自己
家住的楼层比较高，又没电梯，居委
干部上下爬楼梯很辛苦，他宁可自
己每天赶早下楼等，他说：“我们就

两个老人住，本来吃饭问题很让人
头疼的，现在只要在家里打个电话、
点个餐，他们就帮我送过来了。饭
菜都很新鲜也很合胃口，真的很感
谢他们。”

朱泾镇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说，爱心助老送餐就是为了让
老人们吃得安心、放心、省心，让老
人的子女消除后顾之忧。为确保老
人用餐卫生安全，减轻老人用餐成
本，政府牵头联系了朱泾镇广缘大
酒店为老人烹制贴心饭菜。广缘大
酒店为做好送餐服务专门成立了金
山区首家登记注册的爱心送餐服务
社，还配备了2辆送餐专用车，制作
了 1500 只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六
格餐盒，同时安排 4 名大厨负责掌
勺，制作老人们预定的菜肴，并对患

有痛风、糖尿病等特殊情况老人的
饭菜作合理调整。随后，将新鲜菜
肴统一放入保温箱内，由专门负责
配送的工作人员驱车前往各居委
会，再由居委干部和志愿者分头上
门为老人们送上热腾腾的爱心助老
餐。

据悉，朱泾镇爱心助老送餐志
愿服务项目于 2014 年 2 月 20 日首
先在临东居民区试点运行，为70周
岁以上老人提供服务，并于同年 3
月向全镇 17 个居民区全面铺开。
为了满足居民区内更多老人的服务
需求，自 2015 年起，爱心助老送餐
志愿服务项目又将服务老人的年龄
调整至65周岁。三年多来，17支共
224人组成的爱心送餐小分队始终
风雨无阻，无私奉献，在周一至周五
准时为有送餐需求的老人提供午餐
和晚餐服务，让老人们足不出户便
能享用新鲜、营养的饭菜，真正解决
了老人吃饭难的问题。截至目前，
朱泾镇已累计为 200 余位老人，送
出近5万份的爱心助老餐。

奉贤开工多条道路连接闵奉金交通大动脉奉贤开工多条道路连接闵奉金交通大动脉

浦卫北路改建工程将于年内完成浦卫北路改建工程将于年内完成

金山朱泾镇坚持金山朱泾镇坚持““为老送餐为老送餐””服务三年渐成品牌服务三年渐成品牌

用真情换取信任用真情换取信任 用坚持赢得赞誉用坚持赢得赞誉

松江进京推介
“仓城影视”品牌

日前，上海仓城影视文化产
业园在北京举行推介会。

据介绍，目前入驻上海仓城
影视文化产业园区的企业已达到
3500多家，去年实现税收14.58亿
元，比 2015 年增长 47.61%。《港
囧》《十月围城》《叶问》《色
戒》 ……这些耳熟能详的大片都
曾在这家产业园里取景拍摄。

“十三五”期间，松江将全面
启动建设南部新城，全力打造

“科技影都”，在华阳湖两翼打造
全产业链发展的影视产业集聚
区，这将给影视企业在松江的发
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影视产
业未来将大有可为。

通讯员 梁锋 赵俊杰

金山石化街道开展
“幸福社区”居民评议

日前，金山区石化街道“幸
福社区，和你一起”居民评议活
动在海棠居委会举行，有关部门
邀请不同年龄段的 5 组居民现场
评议 2016年石化街道居民关注的
部分实事项目完成情况。

在现场，活动主持人、上海
市委党校教授陈保中介绍了 2016
年“幸福社区”居民关注事项完
成情况。石化街道社区管理办和
社区服务办人员展示了新建的 3
个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和东礁
地区实施机动车单行道管理等情
况。

据悉，去年4月至5月，石化
街道举办居民协商工作坊专场活
动5场，现场参与者110人，微信
参与者81人，观摩者95人，收到
居民重点关注的问题 41 项。其
中，关注度较高的问题涉及社区
管理、停车难、宠物管理、环境
保护等七个方面。居民们踊跃
提出问题，街道代表一一作出答
复。

在认真听取居民代表的评议
意见和想法后，石化街道工作人
员表示，将认真研究居民的意见
建议，不断改进工作。

通讯员 甘力心 朱林

旧屋改造得民心
市民锦旗送政府

日前，两位来自岳阳街道蒋
泾小桥浜 11弄的居民代表来到松
江区房管局，向区政府送上锦
旗，感谢政府实施的旧屋改造工
程让他们改善了居住环境。

据了解，根据松江区政府的
工作要求，上海新松江置业有限
公司历时 3 个月，对位于小桥浜
11 弄的五幢楼的外立面、屋面、
公共部位、排水、道路、停车
位、绿化和墙面线入地等项目进
行改造施工，在 1 月 24 日完工。
通过改造，五幢楼的外立面与庐
秀新苑新建楼房外观保持风貌一
致。新松江置业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为了能在过年期间给居
民一个整洁优美的环境，他们特
意加紧施工，将完工日期提早到
年前。此次施工共惠及 11个楼道
96户居民。

通讯员 高煜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