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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丽佳 通讯
员 朱晔晔 胡静卫 胡芳）上午 9
时，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东港中队队
员胡雷打开单兵执法仪，查看智慧
城管平台发来的待处置任务，一辆
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违章停放，胡
雷随即前往处理，从发现至到达现
场不足十分钟。智慧城管平台运

用现代数字信息、物联网、移动通
信技术，让城市管理加快走向“智
慧化”。

智慧城管平台由中心受理、
综合执法、决策分析、视频监控
等子平台组成，还包括 255台单
兵执法仪及2000余个视频监控，
通过综合运用现代数字信息、物
联网、移动通信等技术，有效提
升城市信息化数据采集和实时
监测能力。该平台可实时查看
执法人员巡查轨迹、到岗情况，
问题查处完成时限等，同时通过
建设案卷处理、市容、市政、园

林、环卫等分析版块，对案件高
发时段、易发区域、类别等进行
数据汇总分析，及时掌握动态变
化情况，合理调配信息采集员、
网格执法人员等力量，为城市管
理提供真实有效的决策依据。

“智慧城管视频监控能够自动
发现违法行为，并快速固定证据，
实现非现场确定当事人，执法更有
针对性，处理起来也更有依据，极
大提高了执法效率。”胡雷介绍，单
兵执法仪集定位、影音数据采集，
接收任务、上报问题等多项功能于
一体。

“智慧城管平台整合了12345、
城管热线305333、队员上报、视频
上报等多渠道案件，然后通过指挥
中心集中删选掉重复的案件。”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指挥中心工作人
员说，自去年6月试运行以来，智
慧 城 管 平 台 共 受 理 各 类 案 件
34000余件。

据介绍，我区还将继续推进智
慧城管平台向城市综合管理服务
平台的提档升级，强化综合行政执
法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精细化，加
载5G、AI、物联网等新技术，赋能
城市智能化管理。

自动发现违法行为 快速固定证据 执法更有针对性

“智慧城管”助城市管理高效精细

本报讯（记者 徐丽佳 通讯
员 周舟）连日来，普陀区青年
宣讲大赛暨微型党课大赛预选
赛吸引众多网友参与，大家纷
纷通过网络投票方式为选手加
油。截至记者发稿时，票数最
高的选手已获18000余票。

打开普陀区青年宣讲大赛
暨微型党课大赛预选赛的投票
页面，可以看到来自我区各镇、
街道、管委会以及区属部门和
社会各领域的参赛选手宣讲视
频以及投票数。《传承红色基
因 彰显使命担当》《从“己”看
“跃”，展“幸福普陀”》《奔涌吧，
后浪！》……视频中，选手们激

情澎湃，讲百年奋斗，讲家国情
怀，讲发展成就，讲时代精神。

来自区人民检察院的吴子
捷在宣讲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
的发展历史和革命先辈的英勇
事迹。“正是因为无数牺牲与奋
斗，中国共产党才能最终带领
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艰难困苦当中踏出一条迈向
兴盛的道路。”吴子捷表示，希
望更多的人能深入了解这段历
史，传承红色精神。

“我觉得宣讲人的情感表达
十分真挚，故事朴实感人。”网
友丁女士表示，优秀党员扎根

海岛、服务群众的故事很感人，
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会向
其看齐，在本职工作中发光发
热，同时也很期待将要举行的
现场赛，希望选手们有更好的
发挥，引领广大青年知党史，跟
党走，齐奋斗。

“举办这次比赛与党史学习
教育有机结合，既可以为广大
青年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也
让我们发现了众多优秀的青年
党史宣讲人才。”主办方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通过比赛能够进一步鼓励
引导广大青年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扎实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工作，在忠实践行“八八战
略”、奋力开启幸福普陀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中贡献青春力量。

据了解，此次大赛由区委
宣传部、团区委联合主办。预
选赛后，将综合网络投票情况，
从中选出10至12个优秀作品，
作品选手将参加本月底举行的
现场决赛。同时在大赛结束
后，我区还将组建一支优秀青
年宣讲队，在全区渔农村文化
礼堂、社区、企业、机关、学校等
地，多形式开展微型党课巡回
宣讲。

讲百年奋斗 讲家国情怀 讲发展成就 讲时代精神

青年宣讲大赛预选赛引发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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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坚如磐 使命永担肩
——专访老党员司永明

100%税务
事项实现“最
多跑一次”，

100%税务事项实现“网上办”，主要
税务事项实现“移动办”，随着办税
越来越方便，纳税人的满意度和获
得感也在日益提升。普陀步入新发
展阶段，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
最美营商环境。

我区“最多跑一次”改革在
跑出新惊喜的同时，也不断跑出
新期待。税务事项越来越便捷，
其他涉企事项、民生事项同样需
要见贤思齐寻求最美。而即使
已实现“双一百”，也还要在“零
上门”再加一把力。

“全程都可在网上办结，不
用再跑来跑去，很方便。”一位
个体经营户在区行政服务中心
办结了申领增值税电子发票的
涉税业务后感到很舒心。假如

今后在家里就能上网办成，“很
舒心”就会变成“更舒心”。可
见，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需要政府、市场、社会
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从而充
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区

“最多跑一次”改革虽然取得了
显著成效，但仍应紧盯短板和问
题，抓住数字化改革的契机，推
出更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并促
进各项改革融会贯通、系统集
成、落地见效。

主客共享的海上花园会客
厅，不但需要最美自然环境，
更需要最美营商环境。全区
上下齐心协力，让改革更深
化、服务更优化，整个社会必
定活力四射。

打造最美营商环境
□小井

日月谈

本报讯（记者 严艺伟）连日来，
沈家门街道有序开展疫苗接种相关
工作。

街道通过社区电子屏、宣传栏
及微信朋友圈等媒介广泛开展宣
传工作，目前已发放疫苗接种倡议
信6万余份，同时积极对接辖区内

企事业单位，摸排人员底数，落实
疫苗接种具体时间，保障疫苗接种
工作安全、有序、高效展开。“我们
还将进一步加强宣传动员，把接种
新冠疫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告知
广大群众。”沈家门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周东说。

沈家门街道有序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记者 胡晓 通讯员
贺妍婧）日前，我区启动新一轮中
心城区城市有机更新，计划三年完
成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15个，
拟征收住户4800余户。其中，今年
主要完成7个征迁改造项目，涉及
征收住户1100余户，总面积达16.5
万平方米。

记者从区旧城改造中心了解
到，今年我区棚户区和城中村改
造主要分为沈家门城区和城西

片区，其中沈家门城区同济路原
一小地块、原海研所地块纳入今
年棚户区改造范围，城西片区主
要有中弄地块、夏新地块、芦西
南地块、平阳南地块、翟岙地块5
个地块。据了解，征迁工作正式
启动前，征迁改造工作小组会上
门征求候选区块各被征收户的
改造意愿，宣传征迁安置政策，
同意改造意愿率高的，优先启
动。各候选区块征求意愿工作
已陆续开展。

“原沈一小地块位于沈家门
闹市区，人流密集，涉及的三幢
房屋都是房龄 40年以上的老房
子，房子外墙脱落、设施简陋，已
无法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

需求。”沈家门街道中大社区党
委书记吴婷婷说，自 3月以来，
工作组通过网格入户、信息沟
通、现场交流、意向登记等措施，
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中弄地块
已于 2月 5日完成签约工作，目
前已基本完成腾空搬迁，正在进
行房屋拆除工作。原海研所地
块入户走访摸底调查已结束，并
公布了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夏新地块已完成摸底调查意愿
征询，征收范围已于日前公布。
芦西南地块、平阳南地块、翟岙
地块的工作组也基本完成入户
调查。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主要针
对的是城区范围内规划建设落后、

基础设施薄弱，居住环境脏乱差的
住宅区域。”区旧城改造中心有关
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我区已累
计实施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16
个，惠及住户8960户，昔日年久失
修、十分破旧的棚户区大面积减
少，老城区道路广场等基础设施进
一步完善。

据了解，本轮棚户区（城中
村）安置补偿政策与 2017年城
中村改造政策相统一，采取产
权调换、货币补偿以及两者相
结合这三种方式，产权安置地
点以规划建设中的夏新未来社
区和大蒲湾安置小区为主，货
币补偿也考虑了购房补助等优
惠措施。

普陀城区新一轮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全面启动
计划三年完成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15个，拟征收住户4800余户。今年主

要完成7个征迁改造项目，涉及征收住户1100余户，总面积达16.5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励佳）昨天上午，区委副书记、
区长徐炜波率队赴多家企业开展“三服务”活动。
徐炜波指出，相关部门要主动服务、靠前服务，进
一步抓住要点、疏通堵点、消除痛点，切实把服务
落到企业发展的急需处。

“这艘船规格怎么样？”“采用了哪些新材料、新
工艺？”“怎么实现抗风浪能力的有效提升？”在中创
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处船坞，我区自主建造的
第一艘玻璃钢渔船已初见雏形。对相关情况进行
了解后，徐炜波指出，发展新材料渔船意义重大。
目前，全国范围内捕捞渔船普遍存在能耗高、寿命
短、安全性能不足的问题，采用玻璃钢材质可以有
效补齐渔船多方面短板，防止安全事故发生，进一
步保障渔民在海上作业时的人身安全，市场前景广
阔。企业要与政府有关部门紧密携手合作，积极抢
抓发展机遇，既要深入研发新工艺、探索清洁能源
在新材料渔船上的应用，也要立足长远，系统谋划
相关产业链发展，让新兴产业成为普陀传统船舶制
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随后，徐炜波一行踏勘了舟山中创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周边地块。他指出，要积极盘活土地资
源，做好周边区域配套设施升级改造，为下一步产
业链的开发和完善夯实基础。

徐炜波还来到舟山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了
解企业面临的难题。徐炜波指出，相关部门要急企
业之所急，全力保障好资源配置，推动我区油气全
产业链建设与海事服务产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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