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2211 .. 11 .. 1111 星 期 一

编 辑 李 俊 倪 维 佳04 上海新闻

制
图/

潘
文
健

经考评，除嘉定区因辖区内发生生活垃圾
管理重大违规事件被取消下半年度综合考评
成绩外，其它各区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考评
均达到“优秀“标准。综合各区全年考评成绩，
除嘉定区外，其它各区均确定为 2020 年度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区。

2020年度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考评结果公告

仙霞新村街道 、新村乡 、书院
镇、周家桥街道、外冈镇、重固镇、
安亭镇、华阳路街道、新场镇、泥城
镇、华漕镇、程家桥街道、万祥镇、
宣桥镇、颛桥镇、吕巷镇、新华路街
道、新海镇、大团镇、高东镇、惠南
镇、新虹街道、七宝镇、殷行街道、
金山卫镇、新成路街道、小昆山镇、
高行镇、新江湾城街道、泖港镇、漕
河泾街道、控江路街道、唐镇、莘庄
镇、老港镇、马桥镇、祝桥镇、江苏
路街道、虹桥街道、徐行镇、长海路
街道 、东平镇 、田林街道 、朱家角
镇、广富林街道、夏阳街道、北站街
道 、虹桥镇 、花木街道 、平凉路街
道、彭浦新村街道、定海路街道、陆
家嘴街道、北新泾街道、奉浦街道、
四川北路街道、金汇镇、临汾路街

道、北外滩街道、吴淞街道、虹梅路
街道、金桥镇、张江镇、长桥街道、
梅陇镇、天山路街道、欧阳路街道、
斜土路街道、江湾镇街道、康健新
村街道 、新河镇 、川沙新镇 、华泾
镇、航头镇、曲阳路街道、金杨新村
街道、嘉定工业区、南码头路街道、
横沙乡 、康桥镇 、四团镇 、浦锦街
道、五角场街道、高桥镇、周家渡街
道、绿华镇、金山工业区、静安寺街
道、嘉兴路街道、漕泾镇、马陆镇、
江宁路街道、宝山路街道、江桥镇、
南汇新城镇、彭浦镇、江浦路街道、
浦兴路街道、石湖荡镇、新浜镇、大
宁路街道、香花桥街道、湖南路街
道 、方松街道 、豫园街道 、中山街
道、四平路街道、港西镇、柘林镇、
莘庄工业区、石泉路街道、练塘镇、
嘉定镇街道、新泾镇、张庙街道、罗
泾镇、金泽镇、九亭镇、长白新村街
道 、长兴镇 、大桥街道 、友谊路街
道 、真新街道 、三星镇 、江川路街
道、堡镇、石门二路街道、芷江西路
街道、奉城镇、沪东新村街道、华新
镇、长征镇、山阳镇、佘山镇、竖新
镇、盈浦街道、上钢新村街道、凉城

新村街道、白鹤镇、龙华街道、吴泾
镇、徐家汇街道、桃浦镇、建设镇、
庙镇 、真如镇街道 、张堰镇 、合庆
镇、甘泉路街道、淮海中路街道、天
目西路街道、洋泾街道、南京西路
街道、大场镇、永丰街道、新桥镇、
徐泾镇、陈家镇、万里街道、广中路
街道、西渡街道、石化街道、海湾旅
游区、潍坊新村街道、菊园新区、车
墩镇、塘桥街道、海湾镇、朱泾镇、
古美路街道、曹杨新村街道、南桥
镇、宜川路街道、东明路街道、天平
路街道 、金海街道 、洞泾镇 、淞南
镇、凌云路街道、三林镇、高境镇、
共和新路街道、浦江镇、岳阳街道、
杨行镇、曹路镇、枫泾镇、华亭镇、
月浦镇、亭林镇、周浦镇、瑞金二路
街道、老西门街道、延吉新村街道、
庙行镇、曹家渡街道、顾村镇、城桥
镇、枫林路街道、南京东路街道、泗
泾镇 、北蔡镇 、五里桥街道 、廊下
镇、长寿路街道、庄行镇、打浦桥街
道、罗店镇、中兴镇、向化镇、外滩
街道、九里亭街道、青村镇、半淞园
路街道、长风新村街道、小东门街
道、叶榭镇

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及相关考评办法，现将 2020 年度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考评结果公告如下。

一、各街镇综合考评结果

经考评，除南翔镇、港沿镇、赵巷镇因辖区内发生生活垃圾管理重大违规事件取消其下半年度考评成绩
外，本市其它街镇生活垃圾分类实效考评均达到“优秀”标准。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1年 1 月 11 日

二、各区综合考评结果

综合各街镇全年考评成绩，以下街镇确定为 2020 年度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镇
（按照下半年度综合考评得分排序）

行政区

浦东新区

黄浦区

静安区

徐汇区

长宁区

普陀区

虹口区

杨浦区

宝山区

闵行区

嘉定区

金山区

松江区

青浦区

奉贤区

崇明区

下半年得分

97.64
96.01
97.42
97.43
98.31
96.76
97.67
97.90
96.85
97.79

/
97.11
96.96
97.58
97.01
97.27

上半年得分

95.80
93.49
94.75
95.12
95.41
93.35
95.80
96.49
95.01
92.88
96.46
95.48
94.54
95.74
94.23
93.93

全年平均得分

96.72
94.75
96.09
96.27
96.86
95.06
96.73
97.20
95.93
95.34

/
96.29
95.75
96.66
95.62
95.60

陆家嘴一小区

高层居民楼水管冻裂

晨报记者叶松丽 实习生黄

熙报道 “我 6 点多钟起床
洗嗽，突然发现水龙头里放不
出水来，我心里就有预感，水管
可能被冻住了。”家住浦东陆
家嘴某小区的徐先生说，随后
他在手机的业主群里，看到了
物业公司的通知，才知道情况
比水管冻住要严重得多：不是
冻住了，而是高层一户人家的
水管冻裂了……

因为高层这户人家的水管
冻裂了，物业公司只好将整栋楼
的进水阀门关掉，好在物业公司
连夜作出安排，用水受到影响的
住户，可以暂时到小区会所解
决。
徐先生说，他去会所的时候，

看见他家所在的 8 号楼，从 20
楼以下，凡是外墙凸起的地方，都
挂着一排排冰锥，场面既壮观又
让人不安：“大家都担心冰锥掉
下来伤到人。好在物业公司已经
在楼下拉起了警戒线。”
该小区物业公司告诉记者，

1月 9日晚 10 点，受寒潮影响，
该区 8 号楼一住户水管爆裂，水
沿着窗口流向外墙。由于夜间低
温，导致结冰，并形成冰柱。
小区物业发现情况后，立即

关掉整栋楼的水阀，并在楼下拉
起警戒线，工程人员紧急抢险。昨
天上午，气温升高，外墙上的冰柱
已经融化。经过连夜施工，这幢楼
的用水也逐步恢复正常。物业公
司表示，未来几天，低温还在持
续，他们已启动应急预案，积极应
对。

晨报记者 倪 冬 实习生 沈晓倩

1 月 10 日，一则消息在朋友
圈里流传：大宁郁金香公园湖面结
冰，有小孩掉下去了……

记者多方核实后确认，该消息
为不实消息，实际上系静安区消防
救援支队恒丰、市北消防救援站水
域救援队在开展低温冰冻天气水
域救援科目训练。

1月 10 日，一则消息在朋友
圈里流传，引发众多家长的关注。
该消息称，一名小朋友在大宁郁
金香公园的河里滑冰时掉到水里
了。
“消防车来救人。”朋友圈里，

这名网友称“我老公带儿子去挖沙
看到的，小孩从冰面上掉下去的”。
当被问及小孩还好吗？该网友说：
“现在已经送去医院了，不知道情
况怎么样，但是现场看来，救上来
之后，小孩人一直没动。”因为配有
现场图片和消防员救人的现场视
频，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1 月 10 日，记者从静安公安
获悉，从未接到上述关于小孩滑冰
坠河的 110警情。随后，记者又从
静安区消防救援支队获悉，当天的
确有消防车和消防员赶赴大宁郁

金香公园，但并非是开展救援，而
是恒丰、市北消防救援站水域救援
队在开展低温冰冻天气水域救援
科目训练。

“估计是有网友看到消防员下
水开展救援演练，误以为是有小朋
友滑冰掉到河里了。”一位知情人

士表示，虽然最终证明这是一条假
消息，但关于“不要带小孩到冰面
溜冰”的提醒却是对的。

近日，受寒潮低温影响，上海
不少小区里的喷水池和小河都结
了很厚的冰，一些小孩子出于好奇
会在结冰的喷水池和小河里滑冰，
但实际上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每年冬天，在北方很多城市，
因为在河里滑冰导致溺亡等险情
时有发生。2019 年 2 月 18 日，在

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时集镇王庭
村，4 名 8—13 岁的儿童疑在河中
滑冰时不慎落水全部身亡。

每年冬天，儿童在冰面玩耍导
致溺水的事故时有发生。由于坠入
冰窟的施救难度极大，儿童坠入冰
窟后又很难自救，家长们千万要叮
嘱孩子，不要去结冰的小河、人工
湖玩耍、滑冰。儿童结伴玩耍一旦
遇险应立即报警寻求救援，切勿盲
目自行施救，以免发生二次伤害。

大宁郁金香公园有小孩滑冰掉下去了？实为消防演习

险情是假，冰面玩耍仍要警惕
●

家长要叮嘱孩子，不要去结冰的小河、人工湖玩耍、滑冰。 /晨报首席记者 任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