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

公室和国家统计局于 3 月 17 日联合下发了《关

于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综合试点的通知》，

对试点工作进行统一安排部署。 南翔镇人普办

全力推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提高广大

普查对象的配合度， 大力开展普查宣传以及村

居培训工作，为人普工作的展开做好前期准备。

化整为零 属地负责 人普动员 居民携手
———南翔镇人普办全力推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 普查小区，精准划分

南翔镇人普办于 6 月 22 日召开了人普业务培

训会议，旨在有效推进人普工作的顺利开展。 南华

社区严格按照镇人普办的要求：2020 年 7 月 20 日

前在系统上完成整个辖区的区域划分，7 月 31 日

前系统上完成普查小区的划分和编号工作。

6 月 28 日， 南翔镇人普办处理解决了曙光村

与浏翔村的边界划分问题，落实了村居边界划分问

题。 根据《上海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综合试点方

案》工作时间安排，6 月 30 日为各镇村级边界划分

的最后一天，当日普查指导员们核对确认了各村居

最终的边界。南翔镇人普办协同南翔派出所先后走

访了铁路集团公司的宿舍、以及附近的住户。 了解

了工房附近的人口组成与居住情况以及铁路工房

区域的划分。截至 7 月 17 日，南翔镇共绘制建筑物

13027 幢， 提前且高效地完成了全镇辖区的排摸、

绘图工作。

● 指导覆盖，落实问题

南翔镇政府多次召开了关于“建筑物普查及普

查小区划分”准备工作指导会议，对于人口普查工

作中予以总结、指导和解决。 为保证建筑物清查与

标绘工作更好地完成，南翔镇人普办还启动了基层

指导工作， 分成两个小组在 4 天内跑完全镇 31 个

居委、8 个村委以及工业开发区， 力求做到事无巨

细。 以云翔社区为例的老社区，建筑物的核查与标

绘工作难度，特点“老、散、广”，面对密麻麻的红色

方框，普查员不畏艰难，甚至开玩笑说，做了人口普

查工作，治好了“密集恐惧症”。

8 月 12 日上午，南翔镇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动员会暨两员选聘工作布置会》， 分析了这

次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强调要聚焦难点、关键点

和薄弱点。 8 月 14 日下午，南翔镇人普办召开七人

普工作协调会， 吴镇长对全镇人普工作表示了肯

定，并对下阶段工作开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一各部

门统筹协调、 发挥职能部门优势配合镇人普办工

作；二做好两员培训，确保两员质量；三抽调 30 名

人员成立突击队；四加强人普的宣传工作，形成良

好的社会氛围。

● 人普动员，大力宣传

南翔镇永翔社区的人普试点工作结束后，各单

位便召开“人普工作动员部署会”，传达普查工作

要求，动员社区社工、人口协管员等人，大家凝心聚

力， 共同做好人口普查的前期准备工作。 10 月 11

日，第七次人口普查摸底工作正式开启，南翔镇人

普办在印象城举办了七人普的宣传活动，致力于将

普查信息贯彻到人民群众的心中，通过发放宣传单

页、折页的方式普及人普知识。

为切实提高普查对象的配合度以及人口普查

的知晓率，南翔镇人普办利用多方渠道，多管齐下：

线上借助短视频、公众号、朋友圈、短信群邮等媒介

优势宣传；线下利用人流量优势通过电子屏、横幅、

海报宣传。 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引导

全镇居民了解、认同、支持、配合普查工作。

居委干部表示对人普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深入

了解：认真对待普查的每一项工作、每一条信息非

常重要， 这些信息都犹如汇入大海的涓涓细流，上

传到普查系统中， 汇集成一个庞大的人口数据库，

它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而提供及时、科学、全面、

准确的数据。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到了共和新路街道绿化市

容所、共和新路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灵石公司作业

保洁队、富晶第三方协管队的相关人员以及各门责

商户、自律组织等代表。 不同于以往的圆桌会议形

式，本次活动采用了轻松愉悦的茶歇会形式，得到

了到场的领导、商户代表及自律组织代表们的一致

认可和好评。

活动在藏宇环保谢老师的主持下正式拉开了

帷幕。 门责问题由于其极易反复，一直以来都是城

市综合管理工作中的“老大难”问题，为进一步推

进门责管理及垃圾分类工作， 努力营造 “自治自

律”的责任区管理氛围，实现共和新路街道辖区内

道路整洁，门前有序，店内规范，垃圾分类良好的局

面，特此举办该活动。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点环节共和新路街道绿化

和市容管理所罗健副所长就 “共和新市容所门责

管理及垃圾分类上门收集工作”和“自律组织如何

开展自律自治工作及沿街商户垃圾上门收集的话

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与探讨。 会后，领导们也与

到场管理代表、商铺代表及自律组织代表们进行了

交谈，倾听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难点以及他们提

出的建议和意见，并给予了相应的反馈。

市容管理是城市管理的基础之一，而责任区管

理是基础中的基础。共和新路街道绿化和市容管理

所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为大家提供一个互相交流

的平台，了解街道及执法部门对于门责管理及垃圾

分类工作的要求及未来的推进方向，提升市容环境

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全社会营造自律自共享的良

好氛围，为市民群众创建更加整洁、干净、有序的市

容环境而共同努力。

沙龙座谈会门责双向共促进 助推美丽共和新

    日前， 由共和新路街道绿化和市容管理所主办，

藏宇环保协办的“门责双向共促进，助推美丽共和新”

—————共和新路街道门责沙龙座谈会活动圆满举办。
    近年来，堡镇坚持发展“枫桥经验”，积极探索

矛盾纠纷化解新途径、新方法，始终把非诉讼纠纷

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

感和满意度，有效维护当地社会和谐稳定。

●开展“三调联动”发挥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优势

强化职能，整合各方资源力量；搭建人民调解

与信访工作对接平台；搭建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对

接平台；搭建司法调解与商会调解对接平台；设立

春美调解工作室； 设立石书记访调对接工作室；设

立“民牌法官”调解工作室；设立堡镇人民调解庭。

一方面，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扎根基层、及

时便捷的特点， 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另一方面，司法所主动与信访、维稳、派出所、法庭

等部门对接联动， 合力攻坚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纠

纷，有效防止纠纷激化升级。

●搭建“三大平台”提高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质效

建立 1 个访调对接工作中心、3 个名书记访调

对接工作室和 27 个访调对接工作站 ， 形成

“1+3+27”的联调工作机制，着力化解涉及群体性

上访和非正常上访等矛盾纠纷。

司法所与派出所签订“所 - 所”联动目标责任

书，进一步加强“警调联动”工作，及时分类分流，

并跟进反馈处置结果。 今年以来， 共反馈处置

“110”非警务警情 328 件，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的有机统一。

推动法庭与商会建立司法调解与商会调解对

接机制，着力化解商会会员内部、会员之间以及会

员与社会其他单位和个人之间所发生的各类民商

事矛盾纠纷，优化堡镇地区营商环境。

●创设“三室一庭”夯实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基础

以人民村人民调解员龚春美名字命名，成立堡

镇首个个人调解工作室，每年调解婚姻家庭、邻里、

土地承包等纠纷 80 余件。

以名书记石建国为主力，在乐乡居公共法律服

务点打造石书记访调对接工作室，帮助群众排忧解

难，深受群众欢迎和好评。

以人民陪审员、法律明白人徐周为骨干，吸纳

社区调解员、法律顾问、后备干部等为成员，积极打

造一支暖民心、解民忧、帮民困的调解员队伍。

以标准化建设为契机， 成立堡镇人民调解庭，

指导协调全镇范围内矛盾纠纷调解工作， 不断为

“三调联动”、“访调对接”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打造“三三制”调解模式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崇明区堡镇司法所不断优化多元矛盾纠纷处理工作

    疏散接应安置演练启动仪式在奉贤区南桥镇

举行。 奉贤区人武部部长刘惠铭大校、黄浦区人武

部部长薛军大校、 市民防办指挥通信处处长邹勇

杰、黄浦区民防办主任成恩伟、奉贤区民防办主任

杨军民、黄浦区应急局副局长张海荣、奉贤区应急

局副局长顾德忠等领导参加了演练启动仪式并观

摩整个演练过程。

在启动仪式上，黄浦区民防办主任成恩伟作了

演练动员，两区人武部部长分别向疏散方和接收方

代表授旗，市民防办指通处处长邹勇杰代表市民防

办，对疏散安置演练提出相应要求。

上午 9 时 30 分，演练开始。 按照“区与区、街

道与街镇、居委与村相对应”的疏散原则，根据《临

战疏散接收安置演练计划》， 黄浦区 10 个街道的

400 余名疏散人员分成被对接安置到奉贤四团、青

村等 10 个街镇预定农户家中。 接收安置地提供了

必要的生活用品、食品、医疗等各种保障。街道与对

应街镇相互签订了疏散协议。在青村镇南星村疏散

安置点，南星村党总支与黄浦半淞园街道高雄居委

还签订了党建联建备忘录，并进行了战时“加强党

建引领，发挥疏散点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科目的

探索性演练。 疏散接收整个演练程序规范、组织严

密、指挥得当、安全顺利，达到了预期目的。

疏散接收安置演练既是一次普及人民防空知

识的宣传活动，又是一项检验基层人防建设的重要

工作。 通过演练，达到了熟悉疏散程序、检验预案、

锻炼队伍的目的，有效提高人民防空相关部门在信

息化战争中人口疏散快速反应能力、疏散对接安置

能力和应急救援能力，增强社区居民的人防意识和

国防观念，为实施战时疏散打下坚持的基础。

黄浦奉贤两区举行临战人口疏散接收安置演练

    为切实做好人民防空应急准备工作，增强社区

居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根据市区人口疏散隐

蔽接收安置对口协议，10 月 12 日， 黄浦区与奉贤

区组织一年一度的实战性规模性临战人口疏散接

收安置演练。

    2020 年 9 月 28 日下午， 浦锦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刘国卿带队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

医院南院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浦江院

区开展精麻药品专项检查。

院方相关负责人就院内精麻药品、麻黄碱类药

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汇报，在严格落实双专

人负责、专柜加双锁、专用台账、专用处方、专册登

记的“五专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使用精麻药品柜

发放相关药物，利用指纹识别等技术手段进一步细

化管理、严控流程。

通过与院方负责人的深入交流，刘国卿书记再

次强调了精麻药品和易制毒药品的特殊性，要求院

方严格把控药品核销、出入库管理以及库存报备等

情况，切实加强源头管控。

通过此次专项检查，进一步夯实了相关单位的

禁毒安保主体责任，确保精麻药品规范管理、合理

使用，为国庆和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营造和

谐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落实主体责任 聚焦重点领域
———浦锦街道开展节前精麻药品专项检查

    为进一步维护国庆期间社会面安全

稳定，严格落实禁毒安保主体责任，严防

易制毒药品及精麻药品流入非法渠道，

按照《浦锦街道 2020 年国庆和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禁毒安保工作实施方

案》的实施步骤。

    近日，在人来车往的漕宝路上，市民们惊喜地

发现道路中央隔离带内摆设了艺术类景观花箱，增

添了圣诞花等喜庆植物， 成为了街头一道靓丽的

“观光走廊”。

    漕宝路中央隔离带绿化提升工程西起中春路，

东至外环线，全长 2700 米，主要由花箱和栏杆串联

而成。工程原定于今年 11 月份进行，通过栽植彩色

苗木，丰富道路景观变化。

七一建筑公司绿化条线负责人姚剑君告诉笔

者，此次改造对组合式花箱造型、植物配置进行了

全面优化，在摆放前期，针对花箱造型特点，在植物

选择上准备了多种方案， 并选择一小段先行试种，

最终确定方案。 目前，漕宝路沪松公路组合花箱采

用的是条形种植槽串联两个核心种植筒的组合方

式，沉稳有力花箱上的宝字图案和回环状花纹代表

着七宝镇的悠久底蕴。

正值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以下简称

进博会）倒计时之际，又逢闵行区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工作冲刺期，为切实把保障工作落到实处，七宝

镇以“工匠”精神和“绣花”功夫，狠抓精细化管

理，要求七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一

建筑”）全力实施增绿提质工作，着力提高绿化景

观效果，提前为护航“进博会”工作擦亮底色。

针对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七一建筑”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公司班子领导和业务骨干

数次到现场勘查，结合实际需求，对设计方案进行

调整修改，并根据现场情况和成形效果，严格把关

指导，力求呈现最完美的景观效果。 同时组建三支

队伍，分工合作，负责采购、施工和技术服务。

为了尽可能不影响漕宝路道路通行以及城市

美观，“七一建筑”采取小范围施工的方式，绿化施

工队伍始终发挥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不分昼夜

坚守阵地，加班加点在两天内出色地完成了 265 只

花箱的任务。

“七一建筑”为护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按下“美颜键”

    近日，闵行区“早餐工程”流动餐车

启用仪式在颛桥镇君莲大居举行。 闵行

区委领导、 上海市商务委二级巡视员赖

晓宜等领导， 以及参与早餐工程的企业

代表共同参加仪式。

    新一轮早餐工程建设，是贯彻落实习党中央重

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一项重

要任务。 闵行区将着力扩大优质供给、优化网点布

局，最终建成以农贸市场 + 早餐服务、便利店 + 早

餐服务为主体，现有爱心帮帮车和新型流动餐车等

多种形式为补充的早餐供应保障体系，形成竞争有

序、相互补充、充满活力的闵行早餐市场，进一步弥

补大居、园区等薄弱区域早餐供应的短板。

活动现场，领导共同推杆揭开流动餐车的神秘

面纱。

光明餐车车身以靓丽的橙红色为底， 鲜艳夺

目，代表活力阳光，寓示光明的未来，倾斜的棕色线

条则代表了车辆跃动感觉。 印制在车头及尾部的

“Hello”、“BD”LOGO， 分别代表了上海早餐工

程及光明流动餐车，“BD”系“Bright Dishes”缩

写，传递出“健康饮食、美妙生活”的人文理念。

除了光明餐车，百联逸刻、粮全其美、盒小马、

巴比等餐车也将陆续亮相街头，成为城市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据悉，首批 7 辆流动餐车分别位于临港浦江国

际科技城、零号湾双创园区、君莲五居、莘庄地铁南

广场、九号线合川路地铁站等区域。 下阶段，随着新

型流动餐车陆续投放运营，将进一步覆盖闵行区早

餐供应薄弱区域。

“早餐工程”流动餐车来了 各路餐车争“鲜”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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