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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围组团赴上海学习智慧城市建设先进经验
■记者 汪梦悦
本报讯 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
生难事，兜牢民生底线，作为亚运主
阵地的宁围，一直将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第一
要务，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同时积极探索新时代智慧城市
建设新模式。
5 月 7 日一大早，宁围街道部分
班子成员、相关科室负责人和部分
村（社区）书记组团赶赴上海，在考
察中拓展基层治理思路，在调研中
学习智慧城市建设先进经验。
在 静 安 区 临 汾 街 道“ 社 区 大
脑”联合指挥中心，宁围街村干部
一行实地观摩了临汾路街道“社区
大脑”联合指挥中心，了解中心建
设过程和运作模式。临汾路街道

相关负责人从提升发现能力、提升
处置能力、提升决策能力三个角度
阐述了“社区大脑”实体化运作以
来所取得的成效，并就大家感兴趣
的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随后，大
家还边走边看，观察沿街商铺附近
的监控器、蓝牙网关及污水窨井检
测器等装备。在星城花苑小区，详
细了解了小区道路积水监测点、自
行车车库人脸识别系统和让厨余
垃圾变有机肥的特殊垃圾分类机
器等。
在上海大数据应用展示体验
中心，体验中心介绍员讲解了中心
成立以来的运营和布局情况，并从
大数据与城市交通治理、旅游、中
小河道治理、美丽城区、美丽家园、
商圈及高新园区之间的关系，详细
介绍了现代社会中大数据与市民

美丽宁围建设暨环境卫生
大整治百日攻坚战工作例会召开
■记者 童志辉
本报讯 5 月 9 日下午，
美丽宁围建
设暨环境卫生大整治百日攻坚战工作
例会召开。街道党工委书记朱国军指
出，建设美丽宁围，是宁围城市建设进
入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选
择、必由之路，
已成为街道的中心工作。
在总结回顾已开展的工作后，
他提出了
五点意见：
一是已有成绩，
但标准不够；
二是已有动作，但主动不够；三是已有
整治，
但长效不够；
四是已有认识，
但站
位不够；
五是已有宣传，
但发动不够。
针对下一步工作，朱国军要求，要
牵头抓重点，在流动摊贩整治、征迁工
地垃圾偷倒、车辆停放和垃圾出路等
问题上多下功夫，做到块抓条保，坚持
属地管理；要主动有作为，主动找事
做，主动想办法，主动谋发展；要狠抓
催落实，强化资金保障，强化队伍建
设，强化考核落地。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柳玉华就宁围

致敬白衣天使
在“5·12”国 际 护 士 节
来临之际，宁围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郭益丰，
街道文卫副主任徐妙华一行
来到宁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向护士们送上了最诚
挚的问候和祝福。
记者 汪梦悦
通讯员 吴佳宁 摄

街道环境卫生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进
行部署。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妙华解
读了“美丽宁围”建设专项考核细则。
围绕已开展工作和今后打算，各村社
书记、科室主任分别作交流发言。
据介绍，按照全民动员、全面整治
的总体要求，针对街道区域内存在的
卫生脏、街（路）面形象差、公共秩序乱
等突出问题，
宁围组织开展环境卫生大
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将彻底扭转“脏、
乱、差”
状况，
推动街道整体环境面貌大
提升，长效机制大健全，努力构筑和谐
文明靓丽、
宜居宜业的人居环境。
本次行动将持续到 7 月 26 日。整
治内容为进一步抓实“四清”工作,即
清垃圾堆积物、清钢棚等乱搭乱建、清
乱挂乱贴牛皮癣、清飞（废）线废杆；进
一步抓细“四补”工作，即补路面破损、
补园林绿化死苗缺株、补破损城市家
具、补护栏等安全设施；进一步抓严
“四控”工作，即严控车乱开、严控摊乱
摆、严控乱开挖、严控新违章。

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如影随形，并
展示了众多大数据应用项目。大
家仔细聆听、详细询问，并深入了
解和关心大数据流通的社会基层
治理、技术创新、产业集聚等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徐汇区田林街道智慧社区
联合指挥中心，宁围街村干部一行
观看了田林街道及其智慧化治理
系统宣传片，并在田林街道相关负
责人讲解下，认真了解了其围绕基
层党建、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
共安全等社区工作最基础的“三公
一建 ”打造的以 AI 赋能的信息智
慧化治理系统，内涵人脸识别、智
能监控、电子嗅探等智能化感知设
施。在田林十二村小区，大家一行
边走边看，饶有兴致地在社区治理
指挥室大屏前驻足观看，走进自行

车、电动车停车区域查看人脸识别
设备，询问小区垃圾分类投放处相
关事宜等。
近年来，宁围街道积极探索社
会基层治理新模式，着力推进智慧
小区建设、智慧烟感装置安装和交
通安全综合治理等一系列行动和工
作。今年年初，
“实施安置房小区智
慧小区建设全覆盖”提上日程，成为
宁围街道票选的 2019 年度七大民
生实事之一。
今后，随着安置房小区智慧小
区建设的逐步完善，街道将最大限
度地利用好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大数
据平台应用，有效提升小区智能安
防水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打造让群
众生活工作幸福安全的幸福宁围而
不断努力。

宁围街道领导走访慰问劳模
■记者 汪梦悦 通讯员 韩红雅
本报讯 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幸福。日前，宁围街道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致敬劳模活动，弘扬
新时代劳模精神，号召广大党员
群众向劳模学习、向劳模致敬。
街道党工委书记朱国军，街
道党工委委员、组织委员肖红安
一行来到传化集团，向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徐冠巨，全国物
流行业劳动模范徐虎祥，以及全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傅幼
林送上了美丽的鲜花和最诚挚的
问候。
朱国军关心关怀劳模们的身
体状况，了解企业下一步发展与

个人生活、工作情况，畅谈街道下
一步工作，并由衷地希望劳模们
能再接再厉，发扬自身先锋模范
作用，带动广大群众一同为宁围
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柳玉华一
行来到万向集团，为浙江省劳动
模范方国平带去温暖祝福和美丽
鲜花。
柳玉华询问了劳模方国平的
日常生活、工作情况，并感谢他对
企业技术革新作出的奉献和对街
道各项工作的大力支持。同时，
邀
请方国平作为老师，
为街道广大党
员群众授课，
传递社会正能量，让
更多的人学习他饱满的研发热情
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聚焦文明城事 不文明行为随手拍
文明，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
努力。但在现实中，随地吐痰、践
踏草坪、车辆乱停乱放、公共场所
吸烟、乱扔垃圾、铺张浪费等行为
仍时有发生。怎么办？！拿起你
的手机，将不文明行为定格，一起
来参加随手拍活动吧。
活 动 时 间 ：即 日 起 至 12 月
止。
曝光内容：1. 不文明卫生行
为：乱扔垃圾、随地吐痰、随地小
便、在公共场所吸烟、遛狗排便不
清理等；2. 不文明交通行为：乱停
车辆、乱穿马路、不礼让斑马线、
车窗抛物、开车乱变道等；3. 公共
场所不文明行为：公共场所大声
喧哗、看电影大声讲话（打电话）、
排队插队抢队等；4. 城市乱象：马
路市场、垃圾乱堆、占道经营等；

5. 社区乱象：楼道乱堆物、车辆乱
停放、电动车私拉电线充电、办丧
事噪音扰民等。
作品要求：对于爆料要有具
体描述，且拍摄地必须在宁围本
地进行。上传的照片或视频应清
晰反映问题，同时要有明确的时
间、地点及联系方式。爆料电话：
0571-82874986。
操 作 方 式 ：1. 关 注“ 萧 山 宁
围”微信公众号，从“便民”进入
“随手拍”栏目。2. 填写你所拍到
的不文明行为信息，并将图片或
视频进行投递（图片或视频要求
高清）。3. 提交成功后，宁围君将
随机选取相关不文明行为信息进
行曝光。如被录用，随手拍实行
积分奖励，每上传核实一例积 3
分，
到年底予以礼品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