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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洁 美
杯”市容环

境秩序竞赛新一季度现场测
评启动。测评组在城区一些
地方发现，烟蒂随处乱丢、车
辆乱停放、衣物乱晾晒等动态
性问题频现。抓常态、防反
弹，创城不能有丝毫松懈。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
出现问题反弹，有待引起重
视并加以改正。对 任 何 问
题 都 要 抱“ 零 容 忍 ”的 态
度 ，绝 不 能 允 许“ 破 窗 效
应”任意扩散。

三年创城改变了城市面
貌，也提升了市民素质，成效
有目共睹。社会的文明进步
在发展进程中，总有个别不
文明现象的存在。在管理过

程中，执法者全线上岗、志愿
者实时保洁终究力有不逮，
常态治理还得标本兼治。那
就是，着眼于全民素质的不
断提升，着力于依法治理的
不断强化。

让城市更美丽、让生活
更 美 好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创 城 已 日 益 成 为 民 心 工
程 ，同 建 共 享 的 氛 围 日 益
浓厚。乘势而上开展宣传
教育，加强正面引导，更多
人必定会从善如流。与此
同时，要提高监控能力、加
大管理惩处力度，常态抓、
抓 常 态 ，乱 象 终 将 销 声 匿
迹。

文明创建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抓常态、防反弹需要恒
心恒力。

抓常态 防反弹
□潇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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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跃 通讯员
杨丽丽）“在这边就能办理了，省去
了跑新城的麻烦，加上办理时间又
短，真是省时又省力。”近日，市民
江先生在普陀区行政服务中心的
不动产登记窗口，给其新城的房子

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这项于
今年实行的对市区范围内国有土
地存量商品房抵押登记开启“一地
办”服务模式的新政策，让他感到
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据了解，原先，群众和企业办
理不动产抵押登记，需要到该不动
产所在地的相关部门办理。为此，
我市于2018年起，按照“异地受理、
属地办理、信息共享”的方式，打破
地域限制，实现了市区（市本级、定
海区、普陀区）部分不动产登记业
务的“市区通办”，其中，涵盖了抵

押权首次登记、抵押权变更登记、
抵押权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登记
等业务事项。

今年，更是突破不动产登记地
域和属地管理限制，按照“异地受
理、异地办理、异地归档、信息共
享”的模式，在办理抵押权首次登
记、抵押权变更登记、抵押权转移
登记、抵押权注销登记4项不动产
登记业务时，可选择在抵押权人所
在地办理登记业务，实现市区（市
本级、定海区、普陀区）“一地办”。
有效解决了群众和企业办事异地

来回跑的麻烦。
“‘一地办’服务模式的开启，

突破了不动产登记地域和属地管
理的限制。”普陀不动产登记中心
登记科科长张晓薇介绍：“此外，我
们还实现了线上和线下的同步运
行，线上办理的可选择通过邮寄，
将相关材料和信息发送到就近的
不动产登记窗口。”

自今年6月“一地办”服务模式
开启以来，我区已办理“一地办”业
务近50件，改革红利有效地惠及了
办事群众。

不动产抵押登记实行“一地办”
该服务模式今年6月开启以来，区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已办理“一地办”业务近50件，改革红利惠及办事群众

本报讯（记者 丁琪蜜）昨天上
午，区委书记张立军在沈家门片区
城市有机更新大会上强调，全区上
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城市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凝聚共
识、苦干实干，进一步优化城市空
间布局，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
环境，激发发展活力，焕发世界渔
港新风采，加快打造“重要窗口”普
陀靓丽风景。

徐炜波主持会议，张禾波、张
海斌、丁伟民出席。会议部署了沈
家门片区城市有机更新工作任务，
区住建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
海洋与渔业局、沈家门街道负责人
作了表态发言。

张立军指出，近年来，围绕打造

海上花园会客厅的发展定位，我区
城市建设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城市
面貌大改善、大改观，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不断提升。但我区城市建设
工作仍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各地
各部门要提高站位、统一思想，切实
增强沈家门片区城市有机更新的信
心和决心，深刻认识加快推进沈家
门片区城市有机更新是高质量发展
之要，是回应群众之盼，是品质提升
之机，是繁荣文化之需，要全力以赴
建设海上花园会客厅。

张立军强调，要锚定目标、实
干苦干，以“大幅提升城市品质、大
力改善人居环境、着力激发发展活
力”为目标，加快推进沈家门片区
城市有机更新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促进普陀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
展。要紧抓更新动力，坚持规划引
领、项目牵引、产业导引，促进城市
发展“提速”。要紧抓更新关键，提
升城市交通路网和河道管网体系，
推进住房保障建设，实现城市基础
“提质”。要紧抓更新标准，大力推
进城市美化、亮化、绿化和城市资
源配套、文旅新地标建设，实现城
市形象“提档”。要紧抓更新保障，
不漏死角治“污”、不遗余力治
“堵”、坚持不懈治“违”、用心用情
治“小区”，实现城市管理“提效”。

张立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
强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措施，统筹
落实责任，形成挂图作战、你追我
赶的工作氛围，为沈家门片区城市

有机更新提供坚实保障。
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徐炜波就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指出，各地各部
门要夙兴夜寐强危机，提振精气
神、激发新状态、形成战斗力，以系
统思维和系统措施推进沈家门片
区城市有机更新。要唯实惟先提
认识，尽快更新理念，坚持项目为
王，推进沈家门新型城市化、区域
一体化、渔港国际化，再造城市发
展新活力。要善作善成重实干，精
益求精做好顶层标准化设计、体系
化编制，重构沈家门宜居宜业宜游
的城市新业态。要咬定青山聚合
力，统筹推进、协同作战、破解问
题，汇聚起建设“重要窗口”普陀靓
丽风景的强大力量。

张立军在沈家门片区城市有机更新大会上强调

提升品质改善环境激发活力
焕发世界渔港新风采

徐炜波主持 张禾波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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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法院通过网络司法拍卖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25人拿到拖欠款300万元

03社科理论

推进社会矛盾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
——普陀区创新打造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的探索实践

本报讯（记者 胡晓 通讯员
鲍佳乐）日前，经省总工会审定，
全省119家单位被认定为首批“浙
江省职工疗休养基地”，其中，我
区桃花镇塔湾村、白沙岛管委会
白沙港村入选首批省职工疗休养
基地。

桃花镇塔湾村，地处桃花岛东
南部，国家 AAAA级景区的核心部
位，也是省级旅游特色村。村域内
有塔湾金沙、安期峰、桃花峪（桃花

寨）三大景区和50多家渔家乐宾
馆，碧海金沙、青山绿水环绕其间；
白沙港村以海洋为主题，以海钓为
特色，渔业资源丰富，素有“海钓乐
园”的美誉。岛内自然风光怡人，景
观资源独特。

据了解，省职工疗休养基地
在认定标准上，制订了基础设施
完备、疗休养资源丰富、服务规范
优质、安全保障有力这 4项准入
条件。

塔湾村白沙港村
入选首批省职工疗休养基地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林洁 蒲斌军）昨天上午，区政协委
员助力“重要窗口”普陀靓丽风景
“五送”服务活动在沈家门街道荷外
社区开展，为居民送去医疗卫生、文
化体育、法律咨询、科技咨询、为老
便民等服务。

活动现场设置了药品发放、理
发、体育健身指导等多个摊位，吸引
了附近不少居民。在义诊摊位前，
医疗专家耐心询问、诊断开药，居民
们在专家的指引下测量血糖血压、
领取药品；为老服务摊位前，居民们

享受理发、推拿等服务；法律咨询服
务摊位前，律师现场提供法律咨询
等。此外，书籍赠送、健身知识普
及、蔬果种子赠送等活动也受到了
居民的欢迎。

“本次活动我们组织了各个界
别有专业专长的15名委员参加，准
备了更多有特色的资源进社区。”区
政协教科卫体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五送”服务大家看得见、摸得
着。今后，委员们也将更好地结合
自身专长和所属行业领域，为居民
提供相应服务。

区政协委员“五送”服务进社区
为居民送去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法律咨询、科技咨询等服务

稻谷飘香兆丰年
又是一年金秋到，稻谷飘香兆丰年。普陀田园综合体内的水稻已进入成熟期，从空

中俯瞰，金黄色的稻田与蓝天青山相映，一幅丰收的美丽画卷。
（记者 王梦倩 诸葛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