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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凌姗珊

城市中，有一座座崭新的高楼
拔地而起，也有一些房子慢慢老去。
这些房子是人们眼中的“老破小”，
大多具有 20 年以上房龄。近年来，
老旧小区改造一直是房管部门工作
的重点，也是民生关注的热点。2019
年，奉贤区共完成29个项目127万
平方米老旧小区综合改造，目前已
经全部完成网上竣工备案。老旧小
区的改造工作紧紧围绕市民对美好
生活的新期盼，坚持把增进民生福
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大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2020年的各项工作也
正有序推进。

扶手虽小 作用很大
在金汇镇泰日居委，新安装的

楼道扶手让老人们直呼“方便”，这
个扶手看似简单平凡，却在细节处
体现出温情，它的材质是木质的，最
近天气寒冷，木质的材质让手感不
那么冷冰冰。居民反映：“这样的木
质扶手比不锈钢的要好，摸上去不
冷。”“这里老小区楼层较低，只有三
层，装电梯也不可能，装了扶手大家
就方便了。”

据了解，该小区住户以60岁以
上老年人为主，居委在征求居民意

见后，已在2018年和2019年先后安
装了147和76个扶手，目前已经实
现全覆盖。

泰日居委党总支委员、居委委
员张健介绍：“2020年，我们将针对
小区底楼住户没有停车棚空间这个
问题进行改造，解决居民的出行和
停车难的问题。”

车棚改造 消除隐患
除了实用方面，老旧小区改造

还关注小区外观和安全等问题。在
奉城镇曙光新村，改造工程进行得
如火如荼，外墙已经统一经过粉刷、
空调外机也安装了围挡，看上去焕
然一新，此外，助动车棚经过重新改
建，增加了夜灯和插座，预计在春节
前能够排好全部管线、铺设好路面。

居民莫志新说：“原来的车棚没
有防盗措施。有时候电瓶车被偷也
有，充电也不方便。”居民万小芳也
反映：“原来，共用部位的门窗不好，
窗框都锈掉，玻璃有可能往外掉，蛮
危险的。现在全部换了铝合金的，挺
好。”

据了解，老旧小区在改造的过
程中，最难的还是拆除违建部分，在
这方面，居委、物业等部门下了大功
夫。奉城镇城镇建设管理事务中心
副主任赵杰说：“在拆除违章的时候

我们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依靠居
委物业做大量的前期工作。奉城镇
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一共是六个，
现在主体推进比较顺利，已经完成
80%-90%。”

创新机制 关注民生
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屋顶漏水、

外墙渗水、小区排水不畅、停车位不
足和小区环境差等突出问题。经过
近年来的实事工程改造，目前奉贤
区老旧小区改造成效显著，为本市
的同类修缮工程实施树立了标杆。
2019年，共完成29个项目127万平
方米老旧小区综合改造。

区房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俞
峰介绍：“2020 年将集中在增加停
车位、充电桩设施改造和加装扶手
改造，让居民在房屋安全、使用功能
得到完善的基础上，在生活条件和
环境改善方面也得到质的提高。”

实际上，要完成这些改造内容
并不容易，需要破解的难题很多，包
括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动员小区
居民通过协商形成共识、同步建立
小区后续管理机制等等。因此，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光靠政府部门唱“独
角戏”不行，还要创新体制机制，充
分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从而让这一
民生工程取得扎扎实实的效果。

□记者 凌姗珊 通讯员 欧阳劳力

杜瓜粉，学名天花粉，杜瓜粉
是上海老一辈人对其的土称，又被
称为“上海土人参”。近年来，杜瓜
粉由于制作工艺复杂、野生杜瓜产
量下降等原因，要买到正宗的杜瓜
粉是越来越难了。而在青村镇的
李窑村，却有人一直在坚守着这项
技艺——

记者在李窑村看到，杜瓜粉制
作流水线正一刻不停地工作着。
形状各异的杜瓜根茎到了冬季已
经长得很肥大了，他们要经过清
洗、研磨、几次沉淀和晾晒后，才能
变成可冲泡的杜瓜粉。杜瓜粉制
作人瞿世平介绍：“这个季节的杜
瓜粉出粉率最高，质量最有保证。
整个季节三个月一般可以加工到
两吨。”

几年前，杜瓜粉制作技艺也被
列入奉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主要是因为其制作流程复杂，而部
分流程只能靠手工去完成。瞿世
平告诉记者，他从小开始学习制作
杜瓜粉，如今从事杜瓜粉制作已有
近 40 年，以前都是通过手工研磨，
为了提高加工的效率，这几台机器
都是他自己在实践中发明创造的，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整个流
程依然需要十几天时间。

杜瓜粉制作好之后洁白如雪，
有微粒，又称玉露霜，药食兼用。
冲泡时可用少量冷开水拌匀，再一
边搅拌一边一次性冲入沸水，至粘
稠状。泡好的杜瓜粉糊糊闻上去
有一股清香，食用时也可以加点砂
糖或蜂蜜进行调味。

传统中医认为，杜瓜粉入胃
经、肺经，具有清热解毒、化痰止
咳、解渴消肿、护肤美容的功效。
常吃能提高身体免疫力、降低血
糖，需要注意的是，杜瓜粉性微寒，
孕妇和脾胃虚弱者慎服。

1月9日下午，“美育古华”区域化党建联盟党员代表聚集在古
华中学创客中心，在创客项目负责人钱雪锋老师的指导下动手制
作剪纸、窗花、灯笼和创意印刷品。此次活动作品将用于古华医院
老年病区病房的新春氛围布置，让住院老人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和社会温情。 （通讯员 钱 群/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吴口天） 近
日，奉贤区卫健系统70多位医务人
员来到奉贤区血站，参与无偿献血
活动，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迎接新春
的到来。

当天一大早，血站无偿献血区
就已是人潮涌动，处处洋溢着融融
暖意。不少医务人员亮出自己的
献血证合影留念，现场有不少医务
人员是坚持每年参与献血，还有更
多的是首次参加献血的年轻人。

今年刚参加工作2年的95后徐
佳乐就是这群年轻面孔里的其中
一个。首次来献血的她，显得又
紧张又兴奋，“单位一说有无偿献
血活动，我第一个就报名了。”成
为医务人员一份子之后，她就一
直很想献出一份热血，这次机会
被她“撞”上了。算上这次，已
经是第十次来无偿献血的高善西
直 言 ：“ 献 血 对 身 体 是 有 好 处
的。”而这次志愿者中，唯一的一

位特殊血型“熊猫血”的董文
化，则抱着“新年有个好开始”
的想法来无偿献血。

区 血 站 相 关 负 责 人 黄 刚 介
绍：“卫健委系统的这次无偿献血
专场活动，既是保证春节期间血
库充盈，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带头呼吁广大市民共同参与
无偿献血。”据统计，活动当天共
献血 9600 毫升，较好地丰富了血
站血量储备。

□记者 邵毓琪

1 月 2 日晚，一名小伙来到
新寺派出所求助，说自己的求婚
戒指遗落在了出租车上，但是自
己已经找不到那辆出租车了，请
民警帮助。

小伙姓李，当天从新寺地区
坐出租车至南桥汽车站，下车
10多分钟后才发现自己新买的
戒指遗落在了出租车上。因为
工作劳累，上车后他一直在睡
觉，所以并不记得上车时间、行
车路线和出租车的号码，甚至连
出租车什么外形什么颜色也记

不清楚。一筹莫展的他只好回
到最初的上车地点，向辖区派出
所求助。

“这是我明天打算向女朋友
求婚的戒指，找不到一切计划都
泡汤了，拜托你们一定要帮我找
到。”新寺派出所民警根据小伙
到达南桥汽车站时间，结合路上
公里数，推断出小李在新寺地区
上车的大约时间，并在附近两个

转弯路段监控进行筛查。经过
近一个小时的紧张查询，终于找
到了小李乘坐的出租车，从而联
系到了出租车司机。当时司机
正在浦东机场接机，经查看发现
小伙子的求婚戒指果然在车上，
便约定送完客人后将戒指送
回。当晚午夜，司机师傅到达派
出所将戒指交到了民警手中。

民警将戒指交还小李时，他

说戒指虽然并不十分名贵，但对
他来说很有意义，感谢民警和热
心司机的帮助。在此，民警也提
醒市民，乘坐出租车请记得索要
发票，特别是携带贵重物品的时
候，下车时要检查随身行李和包
裹，确认没有物品遗留在车内。
如下车未索要发票，发现物品遗
忘出租车时，可第一时间报警并
到最近的派出所进行登记。

一、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上海亿际化工有限公司

间脲基苯胺盐酸盐项目
2.建设单位名称：上海亿际化工有限公司
3.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上海化工研究

院有限公司
4.项目建设地点：上海化学工业区奉贤分

区楚工路199号企业现有厂区内
5.项目建设内容：利用闲置间脲基苯胺盐

酸盐中试装置，建设间脲基苯胺盐酸盐项目，
增加其生产规模534t/a；通过调整氰酸钠生产
装置，将氰酸钠（折纯）产能由5000t/a降低至
3000t/a，将碳酸铵（20%）产能由18275t/a降低
至10965t/a。

二、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
1.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0年01

月13日至2020年01月19日止）
2.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

的网络链接：https://xxgk.eic.sh.cn/jsp/view/
index.jsp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
网 络 链 接 ：https://xxgk.eic.sh.cn/jsp/view/
index.jsp

4.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纸质
查阅点：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345号6号楼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联 系 人：朱工
邮寄地址：上海化学工业区奉贤分区楚工

路199号
联系电话：021-57111276
电子邮箱：815640118@qq.com
传 真：021-57111276

老旧小区如何焕发新活力？区房管局积极破解民生难点

小区“好看”又“好住”要在细节上下功夫

在李窑村感受非遗技艺：“上海土人参”杜瓜粉制作

腊月里制作“土人参”冬季出粉率最高

70多位“白衣天使”撸袖献血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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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心小伙求婚钻戒遗落出租车内

民警一路追踪当晚寻回

环评公示

本报讯（记者 乔 欢 实习
生 陆思婕/文并摄）临近春节，
区民政局陆续开展春节走访慰

问活动。在金汇镇光辉村走访
中，工作人员发现，村民许勇一
家正在为一台必需的呼吸机犯

难，了解情况后，随即联系了生
产企业，短短两日就解决了他们
家烦恼了几周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许勇患病 18
年，长期卧床，医生早就建议在
家里配一套呼吸机辅助治疗。
由于经济拮据，家里一直没有购
买。最近，医生再次告诫必需购
置一台，不然影响后续治疗。经
济困难的一家三口无奈四处筹
钱，除此之外，对医疗器械不了
解的一家人，即便是凑够了钱也
还是不知道到底去哪儿买、买什
么样的呼吸机比较适合。

区民政局党群办主任吴刚
强介绍：“我们及时打电话联系
了企业，企业负责人了解情况后
当即答应赠送一台呼吸机给这
个家庭。第二天就派人带着呼
吸机上门，并且进行了调试。”

已经放寒假的女儿许超超
在专业人士的耐心指导下很快
就学会了如何操作呼吸机，悉心
照顾患病的爸爸，她特别地感
激：“民政部门的哥哥、姐姐这几
天一直联系我，询问我用得怎么
样，还有什么需要，他们都特别
用心地帮我。”

困难家庭急需呼吸机
民政部门两天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