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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怡

2018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市虹口

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同几位正在交流如

何在社区推广垃圾分类的青年志愿者亲切交谈，他指

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垃圾综合处理需要

全民参与，上海要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办好。”

近年来，虹口区不忘总书记的嘱托，在全区扎实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时至今日，垃圾分类已然深入人

心，成为全区人民的自觉行为和生活习惯。

创意“新时尚”养成“好习惯”

4年前，嘉兴路街道瑞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华磊

作为青年志愿者团队的一员，在现场亲耳聆听了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

她说：“推广垃圾分类就像播撒一颗颗环保的‘种

子’，充分挖掘群众的创造力、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

尤为重要。”

诚如华磊所言，虹口的垃圾分类工作从来都是群

众性工作。早在2015年推行垃圾分类和“绿色账户”

之初，虹口区的垃圾分类志愿者就开始自己动手设计

海报、宣传册，积极开展“瓶子菜园”“变废为宝”等创

意环保主题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垃圾分类

志愿服务中。

随着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居民区的环保创意也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嘉兴路街道爱家豪庭小区有

一个“环保小屋”，居民用废旧衣物铺在土壤下作为

“织物层”，一旁还有可以把湿垃圾转化成肥料的“堆

肥桶”。

而在凉城新村街道车站南路407弄小区，荒废的

绿化死角变成了垃圾分类示范田，社区垃圾分类志愿

者们将分拣过的植物湿垃圾放在降解缸里用菌粉发

酵后，制成肥料，用来在示范田种植果蔬。

2018年，嘉兴路街道打造宇泰景苑垃圾分类样

板示范小区，将社区发展与居民生活实际需求充分结

合协调，推动入户宣传、“定时、定点投放”等工作。经

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小区居民源头垃圾分类参与率达

到98%，垃圾分类纯净度接近100%。

2019年 7月，宇泰景苑率先试行 24小时开放的

无人值守模式，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成功实现由“随手

扔”到“随手分”。华磊说，从一开始的志愿者面对面

宣传、手把手引导分类，到现在，垃圾分类新时尚已经

成为虹口居民的好习惯，我们收获的是大家共享的

“绿水青山”。

“黑科技”加持 推动高效治理

“垃圾分类给老百姓带来了环境上的改变，邻里

关系也更加和谐，这为基层的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支点。”4年前，时任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

第一分站党建服务站站长的雷国兴也在现场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

4年来，雷国兴先后担任了嘉兴路街道 3个居民

区的党总支书记，她始终不忘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

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作为社区的“民生大事”来

抓。在担任飘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期间，她积极回应

居民需求，通过街道助力，对飘鹰花苑小区垃圾箱房

进行智能化改造。改造后的垃圾箱房具有刷卡开门、

分类投放、自动称重、语音提醒等功能，居民只需 10

秒就能完成垃圾分类投放，还能了解自家生活垃圾产

生数据，不仅方便了居民，也进一步提升了社区精细

化管理水平。

“黑科技”助力“新时尚”的例子数不胜数。北外

滩街道云舫小区的 5G智能垃圾箱房，以科技赋能环

保，具有自动开门、语音提示、感应除臭、垃圾桶满溢

监测、垃圾称重、污水预处理等功能，不仅提升了居民

的满意度，也提升了垃圾分类管理效能。

近年来，我区积极探索“科技+管理”长效机制，依

托虹口智慧环卫管理平台，开展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实

效监管。辖区内不少社区都进行了垃圾箱房智能化改

造，在垃圾投放点位安装监控设备，并统一纳入“一网

统管”，为问题的发现、处置、上报提供有力抓手。

生活垃圾分类源头投放管理也考验着社区管理

的精细化程度。北外滩街道的党员“三亮”、曲阳路街

道的“全岗通周周转”、嘉兴路街道的“三千精神”、四

川北路街道的“扫街”“扫楼”，各街道自主发挥党建品

牌项目优势，推进基层治理叠加垃圾分类工作，实现

垃圾做减量、治理做增量，在“一减一增”中形成了多

元共治的垃圾分类管理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垃圾分类工作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我会学习好、宣传好、

贯彻好、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带领感召社区的党

员群众积极探索社会治理创新，让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雷

国兴表示。

■本报记者 张雯珵

转角处，竖着一块“路牌”，

上面写着“东大名，我在这里等

你”“缤纷北外滩，多彩东大名”。

墙面上，憨态可掬的马里奥在躲

避障碍物、顶砖头。水管被改造

成椰子树，上面还爬着一只活灵

活现的小松鼠。居民们可以在

休闲座椅、吧台，喝咖啡、品茗、

看书、聊天。

近日，北外滩街道“东大名

花园议事亭”亮相，成了小区居

民的热门打卡点。社区居民相

锦妹高兴地说道：“由于疫情原

因，我们也不太往外跑。现在，

居民楼下有这样一个地方，感觉

特别好！场景布置别致又温馨，

一看就是花了心思、动了脑筋

的。”大家纷纷点赞并表示，“花

园议事亭”令人眼前一亮，也期

待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驾马

车”，以及热心居民、志愿者、共

建单位等在这处开放式空间，碰撞出智慧的火

花，助力社区治理。

百姓事无小事，细微处见真情。北外滩街

道东大名居民区党总支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

引，聚焦居民所思所盼所愿，联合辖区共建单位

邮政储蓄银行、兴业银行，打造“东大名花园议

事亭”。东大名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界那介绍

说：“我们要把现有的资源和场地，最大限度地

开放给社区居民。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听取

了居民的意见，让他们共同参与，包括要结合超

级马里奥的元素；要以咖啡香、茶香、书香等吸

引居民；要多措并举方便居民来这边拍照、喝

茶、聊天等等。”

为了应对今年入冬以来最强寒潮来袭，大

家借着“花园议事亭”议出了首件为民实事——

给水管换新衣。

长江大楼共有 16层，有 144户、300多位居

民。其中，老年人占了六成以上。两年前，由于

气温骤降，居民楼内的水管一度爆裂。这让居民

们心有余悸，纷纷拿出旧毛衣、厚布条等物品塞

到水表箱内用来保温。长江大楼业委会副主任

诸介文表示：“这些管子位于西面露天处，一到冬

天就很容易冻坏、断水。所以，这次要防患于未

然，提前包好水管、统一维护，防止发生意外。”大

家商议后决定启用维修资金，购买相关物资。物

业工作人员、热心居民、居委干部一同上阵，给朝

西楼道的室外水管水表，包上了新的保温材料。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基层党组织要贯彻落实好党和国家

大政方针，关心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把工作做

进老百姓的心坎里。

“花园议事亭”让居民有了新去处，让议事有

了新平台，让解题有了新渠道。北外滩街道东大

名居民区党总支将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美好家园”，切实做到问心、问己、问路，进一步提

高眼力、领悟力、执行力，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积极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凝心聚力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持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虹口把垃圾分类工作抓紧抓实办好

“新时尚”深入人心“好习惯”共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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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统筹落实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总要求。要坚持效益导向，经济发展要

善用政策撬动规模效应，民生工作要把资源投入到群

众最急迫、受益面最广的工作中，争取早实施、早见

效、让群众早受益。

郭芳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保持善作善成的工

作韧劲。政治上要更过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真学真懂真用，不断对标对表、提高站位，进

一步增强贯彻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的思想自觉、政

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能力上要更过硬，不断提高学习

能力，及时了解掌握新形势、新问题、新发展，善于从

政治高度思考和把握工作，打有准备之战。作风上要

更过硬，要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扑下身子

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

吕鸣指出，虹口作为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中心城区，理应成为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展示窗口。要把握好国际特征、中

国特色、上海特质和虹口特点这四个维度。一是体现

高水平规划建设。北外滩开发建设要着眼全球视野，

立足全市大局，始终对标上海新时代都市发展新标杆

目标要求谋划推进，体现综合性、整体性、融合性，打

造精品工程、世纪工程、标杆工程。二是体现高效率

开发进度。重大工程项目要建立重大项目服务专班，

以服务项目快速推进为导向，打造虹口版的“特斯拉

速度”。三是体现高能级产业发展。在做强“2+4+X”
主导产业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产业定位，推动虹口产

业向产业链高端环节和服务链高价值区段迈进。四

是体现高素质人才集聚。加快集聚高端创新创业人

才，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创新人才服务方式，以高素质

人才助力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以高精准人才

政策推动虹口人才高地建设。

区委常委蒋仁辉、吴强、姜勇、周嵘、郑宏、关也彤、

宣一洲，区一级巡视员，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

负责同志，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全

区各部门、各街道、各单位及区属企业负责同志通过现

场参加和视频连线相结合的方式参加。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虹口实践

共话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策

（上接▶1版）确保严格执行核酸检测、闭环管

理，坚决守住建设工地不发生聚集性疫情的

防线。

郭芳还来到某处临时集中隔离点，详细了

解隔离点人员闭环管理、值班值守、服务保障、

物资储备等情况，并亲切慰问日夜坚守在疫情

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郭芳指出，集中隔离是

切断疫情传播途径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防线，要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松劲心态，从严

从紧从实从细做好集中隔离点管控。特别是初

冬季节，天气转冷，隔离点在严格落实防疫要求

的同时，还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加强用火用电

等消防安全管理，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筑牢

安全生产防线。

切实提高疫情防控整体工作质量和效能

（上接▶1版）推动政策举措、市场渠道、投资项

目等信息的互通对接。

今年进博会前，区商务委提前谋划，通过

走访联络，鼓励区内外资企业积极参加进博

会，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外资

服务工作的有力推动下，太平船务、利胜地中

海、高丝中国、安得利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企

业以及松下电器、宝马中国、森世海亚等多家

虹口外资企业在进博会设展，商务部门在进博

会北外滩馆举办了涉外营商环境推介主题日

活动，构筑了外商促进工作“强磁场”。

本区还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推进外资企业

全覆盖、内循环服务。为了更好地服务外资企

业，部门按照产业大类分类，建立了全区外资企

业微信群，为企业间日常业务交流、资源分享和

向政府部门申请政策、反馈需求等提供即时平

台。结合“大走访、大排查”，深入区内外资企业

进行调研排摸，走访重点外资企业进行面对面交

流，及时解决了企业的急难愁盼问题。

真金白银鼓励总部项目

今年区商务委积极对标市级相关政策，通

过研究制定区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

心政策，以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增强总部型

企业向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升级的意愿和信心。

对认定为区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

中心的企业分别给予 100万元、50万元的资金

奖励，彰显了虹口区支持外资总部增能和集聚

的决心和行动。

为了帮助企业缩短申报流程，部门持续做

好靠前服务、精准指导，在“一网通办”虹口频

道创新设立专窗，制作了图文操作指南，受理

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等内容一目了然，让

企业少跑腿、好办事、更高效，深化更有温度的

数字化服务。

推动外资总部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

（上接▶1版）还组织街道机关事业干部下沉社区，会

同社区民警、居委干部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工作，关

心老年居民的生活、开展包管防冻等工作，全力保障

辖区群众平安度过寒潮。

曲阳路街道及时启动寒潮预警应对，居委会主

动走访独居老人，并广泛发动社区志愿者通过“老伙

伴”计划开展结对关爱，让社区居民特别是高龄独居

老人能够平稳度过此轮寒潮。

位于曲阳西南小区门口的初心驿站、位于 930
园区的爱心接力站等服务场所启动应对措施，对

站内的微波炉、饮水机、空调等供暖设备做好全面

的检查维护，确保进站户外职工能够 24小时方便

使用，为过往的环卫工人和快递小哥提供避雨、歇

脚、暖身的场所。同时，充分做好了接力站暖宝

宝、手套等防寒物资保障，让进站的户外职工取

用。

让辖区老人吃上“热乎饭”

为应对寒潮，欧阳路街道组建起了一支由居委

会、社区志愿者、物业公司、社区医生组成的应急小

组，为辖区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保驾护航。

“欧阳帮你办”持续将老人急需的服务主动送上

门，对于有送餐需求的老人，街道积极做好对接，提供

价廉物美的送餐服务，并为送餐车配备了保温棉等设

施以保证将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社区老人手中。

在大西小区老伙伴志愿者群，居委组织好志愿

者与同楼组的孤老、高龄独居老人等需要重点关注

的老人结对，由志愿者每日对结对的老人开展日常

关心照料，提醒老人注意防寒保暖和用电安全。

为预防老旧小区在极寒天气中发生水管爆裂情

况，街道提前联系了自来水公司对小区进行安全大

检查，特别是对裸露在外的自来水管进行包扎，并紧

急调用草垫，将路面铺好，及时消除路面湿滑的安全

隐患。

辖区养老院也及时更换好老人棉被、棉衣等防寒

衣物，对电器、热水器等设备进行检查，并对气温变化

敏感的老人进行特别关注，做到事先准备、御寒有方。

“阿婆，这几天降温啦，你尽量不要出门啊，屋里

冷得很，记得把取暖器拿出来用！”凉城新村街道水

电居委的工作人员专程来到独居老人家中，提醒老

人注意保暖、减少外出。

水电居委养老顾问们也都借助微信群，在老伙

伴志愿者群里发出消息，提示志愿者们关心好结对

老人。针对此次降温降雨天气，凉城新村街道还安

排了 10位专配骑手保障为老送餐上门服务，确保老

人都能吃上“热乎饭”。

寒潮来袭,社区筑牢“温暖防线”

（上接▶1版）更好地服务虹口区、上海市乃至国家经

济金融战略的制定与执行。

本次年会还发布了新书《经济十年》和《首席经济

学家的逻辑》，同时发布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商

品指数。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年会适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论坛成立十周年。自 2012年 11月于陆家嘴成立、

2016年末落户虹口以来，论坛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

虹口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始终与时代同步伐、与实

体经济共发展，践行“传递市场最真实的声音”的初心

使命，立足自身资源优势，输出极具价值的财经内容，

成长为中国经济金融政策研究的高端咨询智囊。

十年来，论坛不仅常年跟踪影响全球和国内经济

动向，通过召开年会、研讨会、线上论坛，发布视频、研

报等形式，探究宏观经济及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并甄

别、预警可能影响经济、金融、贸易发展的市场风险，

还服务于国家最高决策咨询，站在市场角度解读政

策、研判形势，给决策层提观点，提判断，更就经济增

长及金融市场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提出化解之道，既扛

起经济金融政策研究的高端智库担当，同时用智慧箴

言面向全球讲好“中国经济故事”，为我国在世界舞台

展示攻坚克难、行稳致远之形象贡献了一己之力。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夏斌在会上表示，论

坛在前一个十年取得的成绩已经“翻篇”，未来将更加

前瞻性的思考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一些重大

的、根本性问题，特别要从长期战略的具体步骤途径，

落脚于对短期问题得失思考和长短期政策衔接的高

质量研究，提出更多接地气、能操作的政策建议，使论

坛在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时期内，持之以恒地

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