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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头镇全民护河借助新手段

扫扫“二维码”共治水环境
最近，航头镇不少河道岸边陆
续竖起了一块块“河长”铭牌，铭牌
上除了注明河道基本信息以及“河
长”联系方式以外，还附有一个二维
码。原来，不久前，航头镇开通了
“航头水环境治理”微信公众号，借
助这一新平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中小河道整治。市民群众通过“扫
一扫”关注“航头水环境治理”微信
公众号后，不仅能查看到镇域内河
道的基本情况和镇中小河道整治工
作的实时进展，还能通过“随手拍”
的方式，将发现的河道问题及时上
报给相关部门，督促整治。

全民参与查漏补缺
“刚刚我经过海桥村南配套河
时，看到有村民将桃枝扔在河道边，
并且河面上有一些生活垃圾。”$ 月
$% 日下午，航头镇河道志愿者小张
在办事途中经过南配套河，发现几
处河道污染问题，立即将情况反馈
给“航头水环境治理”微信公众号，
并附上了刚刚拍下的两张现场照
片。&% 分钟后，小张收到了“航头水

环境治理”的答复，告知他已收到其
上报的信息，将立即转告相关负责
人前往现场查看。
当天傍晚，小张又
一次收到了回复，告知其该问题已
完成整治，并附有两张整治后的照
片，显示河面上以及河岸边的垃圾
都已经不见踪影。
“收到反映问题的信息后，我们
立刻与相关负责人联系，要求他们
确认情况是否属实并第一时间对现
场进行清理。
”航头镇河道整治办工
作人员赵俊介绍，
当天下午，海桥村
党总支书记朱伟亮便赶到现场，组
织人员将河面以及河岸边的垃圾全
部清除。
据介绍，
“ 航头水环境治理”公
众号开通一个半月以来，虽然还处
在试运行阶段，但拥有粉丝近 '%%
名，接到居民上报问题 (% 起，经核
实确认，
涉及 ) 条河道。
“竖立河长铭牌，
是为了标明职
责，让老百姓找得到人。
而设立专门
的河道整治微信公众号，目的是呼
吁大家共同关注水环境治理。
”航头
镇中小河道整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副主任曹国华说：
“搭建这样的平台
有利于提升群众监督的参与度和透
明度，对中小河道整治工作的推进
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实时监督长效管理

查漏补缺，更重要的是在今后的中
小河道综合整治中发挥长效监督管
理的作用。
“试运营一段时间后，
我们会进
一步完善微信公众号的相关运作机
制，例如在信息反馈方面，
会派专人
专岗答复，力争在 * 小时内给予上
报群众反馈；
在整治反馈方面，未来
也将试着建立整治反馈单等机制，
以更加规范化的操作流程保障整治
效率。”
赵俊说。

打开
“航头水环境治理”
的微信
公众平台，可以看到下设“基本概
况”
“实时动态”、
、
“互动交流”三个
一级栏目。
在
“基本概况”栏目中可以查看
镇域内河道的基本情况、水环境治
全面覆盖共治共管
理的背景、水环境治理的标准、
“河
长制”
落实的情况等内容。
“实时动
截至 ' 月 (( 日，航头镇 +, 条
态”
栏目则包含了市考河道、区考核
镇级河道的“河长”铭牌已全部竖
河道以及河长名单三个词条链接， 立完毕。对于一些还未竖铭牌的河
点击即可收到图文并茂的相关情况
道，只要居民标注好地点，也能通
介绍。
过微信公众号反映问题。随着‘河
而
“互动交流”栏目是接受公众
长’铭牌的全面覆盖，
‘ 航头水环境
投诉、
意见建议的平台，
市民反映问
治理’的功能也将逐步升级。在 )
题时可以选择拨打举报热线或者直
月底之前，航头镇 '* 条黑臭河道
接通过微信平台反馈。
的竖牌工作将全部完成。! 月底之
曹国华表示，
接下来，
航头镇会
前，全镇各级河道都将拥有自己的
加大对公众号的建设力度，搭建这 “河长”铭牌。
一平台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当下的
今年以来，航头镇全面启动中

海星同伴禁毒巡讲团来航头镇宣讲
为加强青少年学生健康教育，普及禁毒知
识，
' 月 '% 日下午，
“ 海星同伴禁毒巡讲团”来
到航头镇，为下沙学校 &"% 余名在校学生开展
了一次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主题的禁毒
巡讲活动。
巡讲活动中，海星同伴禁毒巡讲团 ' 位成

近日，由浦东新区妇
﹃ 联主办，浦东广播电台协
最 办、航头镇妇联承办的“最
美家庭谈家风”活动在航
美 头镇文化中心举行，活动
邀请了航头镇全国“书香
家 之家”
、市“学习型家庭”、
庭 区“最美家庭”等 ! 户最美
村居、工作
﹄ 站家庭代表参加，
妇 女 干 部 以 及 观 众 "#
诠 余人参与活动。
释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
谈家风、讲最美
﹃ “忆家训、
家庭故事”，是航头镇寻找
最 “最美家庭”系列活动之
一。最美家庭代表围绕
美 “孝”
、
“ 和”、
“ 容”、
“ 学”四
家 个方面，对现代家庭应该
拥有怎样的家风家训这一
风 话题进行了探讨。
﹄ 活动现场，六位最美
家庭代表与主持人一起分享了自
己家的家训格言，通过生活中的点
滴故事展示了自家的家风传统。现
场观众还分享最美家庭代表的家
训格言，并围绕如何与时俱进“继
承”和“学习”家风展开了讨论。
据悉，
航头镇开展寻找
“最美家
庭”
活动以来，
组织开展了各种体现
时代精神、
契合家庭需求、群众喜闻
乐见的活动。这些活动引导妇女和
家庭在寻找和参与中接受道德教
育，传承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科学
教子、
勤俭持家、
邻里互助的家庭美
德，通过“晒家庭幸福生活，讲家庭
和谐故事，
谈良好文明家风，展家庭
文明风采，
秀家庭未来梦想”的实际
行动，引领家庭成员自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家庭文明建设
钱婷婷
促进社会文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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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分别以自己的戒毒经历告诫学生们毒品给个
人、
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危害，
帮助他们掌握拒
绝和防范毒品的基本知识与技能，提高他们的
自我保护意识，
引导学生自觉养成远离毒品、积
极向上的良好生活习惯。
禁毒社工向在场学生发放了印有禁毒宣传

资料，
帮助他们了解毒品的种类和危害。
本次活动受到了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同
学们纷纷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详细地接受
禁毒方面的宣传教育，大家深刻认识到毒品的
危害性，今后一定要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并且
让更多周围的人了解禁毒防毒知识。 高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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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航头市
场监管所协同镇食品安
全办公室开展主题宣传
活动。
活动中，航头市场
监管所通过现场设摊、
发放宣传材料、食品原
料快速检测等形式，提
高广大人民群众对
.&''. 热 线 的 知 晓 率 ，
宣传了食品药品安全的
政策和知识。
本次主题宣传活动
共发放 《食品药品投诉
举报知识手册》 等宣传
资料 .'/! 份，接受咨询
'&" 人次，开放食品快
速检测实验室 . 个。
盛秋晨

小河道整治，
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目
前，卢沟桥浜、向阳河、黄家港三条
市级考核河道的拆违工作全面完
成，沿河两侧 (- 米范围内的居民协
调、青苗补偿等工程也已竣工等待
下半年的验收；航新港、中心河等
.- 条河道两岸的违法建筑已全面
拆除；卖盐港、朱家港等 &" 条区考
核轻污染河道的拆违整治工作正在
推进。截至 ) 月 .. 日，涉及的 .&)
处违章点位已经拆除 .-* 处，共计
/&&. 平方米，
占违建总量的 "*0。
与此同时，
航头镇还制定了《航
头镇“河长制”工作实施意见》，由镇
班子领导，单位、部门负责人、村两
委以上干部，
党代表、团员青年等分
别担任全镇 ../) 条河道的
“河长”。
此外，航头镇致力于营造全民
爱河护河的态势，建立“河道卫士”
志愿者机制，
发动社会群众参与，调
动河道周边企、
事业单位、
居民等积
极性，
建立
“河道卫士”志愿者队伍，
形成政府及社会共管共治的管理模
式，提高社会监督力度，实行河道动
须双双
态监管。

' 月 &, 日下午，
航头镇
“红色讲坛”第二期在社区
党建服务中心举行。本次活
动以沙龙形式开展，学员们
根据前期书记工作室收集
到的难点问题进行分组讨
论，鹤沙航城书记工作室、
好书记工作室成员也加入
主题讨论并给予指导。小组
代表上台阐述各组观点，镇
领导、书记工作室成员现场
进行点评，并提出自己的看
法和思路。
副镇长蔡美芸参加活
动并作点评。她指出，这次
活动成效颇丰，学员们通过
发散性思考，提出了一些很
好的问题解决思路，这既是
一次很好的学习体验，也是
一场精彩的头脑风暴，大家
都能有所启发、有所收获。
她强调，面对环境综合整治
等工作，党员干部必须挺身而出、敢
于承诺，不但要以身作则，还要主动
宣传、
做好亲戚朋友的工作。
学员们和基层党组织书记就如
何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环境整治工
作中的作用、如何解决小区高空抛
物难题、如何平衡居民晾衣需求与
小区环境管理的矛盾三个主题进行
了开放式讨论。
本次活动中，书记工作室的成
员全程参与学员讨论、精心指导，学
员们经过想一想、议一议、说一说、
评一评几个环节，切实开阔了眼界、
拓宽了思路、增强了本领。 陆婷婷

党
员
沙
龙
涌
出
发
展
﹃
新
点
子
﹄

党建专栏

加强党建联建 促进交流发展
' 月 '% 日上午，上海海事大
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朱耀斌、
副书记钱敏芳等一行来到航头
镇，与镇机关党总支开展共建交
流活动。镇党委副书记黄震，镇党
委委员、
纪委书记、机关党总支书
记冯晓英，党总支副书记邱华萍
及班子成员、镇团委书记等参加
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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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大家共同观看航
头镇宣传片，了解近两年航头的
建设发展情况。黄震指出，镇校互
动、
党建联建，是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的很好形式，他希望通过党
建联建带动双方各方面的结对合
作，在做实做好区域化党建各项
工作的同时，助推区域环境综合
整治等重点工作。朱耀斌表示，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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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联建是共享资源、互通有无、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途径，要
进一步加强党建联建力度，拓宽
结对共建渠道，拓展学校师生的
视野。
交流中，冯晓英、钱敏芳等还
分别代表双方共同回顾了在共建
交流、帮困助学、文体联谊、大学
生实践、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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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况，并就如何进一步深化共
建，促进发展做了探讨。院方对镇
机关党总支历年来的关心，尤其
是在大学生实践、爱心助学方面
的大力支持表示了感谢。
座谈会后，大家冒着细雨分
赴牌楼新农村、社区党建服务中
心参观交流。
黄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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