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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韶华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社会消防组织已成为本市维护消防

安全的重要补充力量，为了将这些经验和

做法予以固定，为社会消防组织的管理与

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上海市社会消防组

织管理规定》将于 11月 1日起正式实施。

10月20日，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就

《管理规定》有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

《管理规定》将专职消防队纳入市应

急联动体系，市应急联动中心和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有权对其调派。此外，规定还细

化了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和单位专职

消防队的组建范围。志愿消防队方面，

《管理规定》鼓励和支持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等单位以及居（村）民委员会建立志

愿消防队，同时明确市和区（县）公安机关

消防机构应当推动轨道交通两条线以上

换乘枢纽站点等5类单位和场所积极组建

志愿消防队。

关于安全职责，《管理规定》明确基层

消防安全组织的性质是承担火灾预防工

作，这与政府专职消防队主要承担火灾扑

救工作有明显区别。

市消防局副局长顾金龙透露，上海消

防部门将尽快制定出台《规定实施细则》；

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火灾防控力量体系，

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基本健全结构多元、

覆盖城乡的社会消防安全组织；积极引导

和鼓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全面建

立志愿消防队，力争2年内达到1000个；充

分发挥 167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基层消防

安全组织作用，将5500多个居村委消防工

作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

据悉，随着城市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

高，消防安全管理的难度随之加大，上海

市消防安全需求与消防力量不足的矛盾

开始显现。为弥补公安消防队伍力量不

足，上海市近年来陆续组建了政府专职消

防队、单位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基层

消防安全组织等社会消防组织。

顾金龙介绍，《管理规定》作为政府规

章，以地方立法形式为社会消防组织建设

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法规支撑，推动社

会力量参与消防工作，健全完善社会消防

管理网络，是系统提升城市抗御火灾综合

实力的又一创新实举和重要制度保障。

《管理规定》的出台历经两年的广泛调研、

深入研究，直指制约社会消防组织发展的

瓶颈问题。

《上海市社会消防组织管理规定》下月实施

5类场所需要组建志愿消防队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10月 17日，浦东公安分局社区岗位

优秀民警决选专场在东明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举行，参加决选的 15名候选民警逐

一上台展示他们生动、真实的一面，与大

家一起分享社区警务工作中温馨的故事

和新锐实用的理念。

东明路派出所沈孺是位语言达人，他

与大家分享了“两外”管理的故事。“两外”

指的是外来人员和外籍人士。沈孺管理

的片区里有个涉外别墅小区，居住着 300
余名外籍人士。“我曾经数次上门开展工

作，都被婉拒了。”沈孺说，“究其原因，老

外注重隐私。”如何能够融入这一群体，沈

孺动足了脑筋，终于他发现小区物业每周

二上午在会所举办早餐茶会，提供一个交

流的平台，并聆听业主的意见。一天，西

装革履的沈孺在物业经理的介绍下走进

早餐茶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很快吸引了大

家的关注，短暂沉默后，大家围着沈孺开

始咨询当地治安、出入境管理、以及紧急

情况处置等。“几回下来，大家熟悉了。”有

一回，还有位孕妇打听当地政策是否会限

制自己生孩子。

“@80后小娘舅”微博的博主傅文雄

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给大家带来了他利

用微博平台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的励志正

能量。

活动当天，家喻户晓的柏万青也专程

来到现场。她认为，在与社区民警的接触

中，她深深感受到他们的工作虽然没有太

多惊心动魄和跌宕起伏的故事，甚至可以

说默默无闻、平淡无奇，但他们热爱并全

身心地投入社区，焕发出无穷的智慧和感

人的魅力。

据悉，浦东公安分局今年将从 1000
多名社区民警中精挑细选、好中选优，挖

掘基层岗位上的标兵。

浦东公安评选优秀“片儿警”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浦东警方近期破获系列盗窃案，小偷

用专业工具打开失主家大门，入室挑选值

钱易销赃的物品，随后又从大门离开。系

列案件中，失窃黄金饰品数十件，涉案价值

共计约20万元。目前，警方向8户家庭发

还了失物，仍有价值十万余元的饰品未寻

到失主，其中有枚价值近9万元的钻戒。

案件要从今年 5月说起，5月 9日 20
时 30 分许，市民朱先生报案称家中被

盗。他当天下午15时58分离开位于惠南

镇听悦路 685弄的家中，出门不到 1小时

家里就遭贼了。小偷“摸”走了 7500元现

金和一只购价 5800元的金镯子。民警勘

查现场发现小偷使用工具打开了朱先生

家的大门，在卧室等地翻找到值钱物件后

又原路返回。

民警对浦东及周边同类案件进行梳理

比对，最终锁定犯罪嫌疑人欧阳兄弟2人。

8月27日，民警在惠南镇一宾馆门口将2人
抓获。到案后，2人交代了作案经过。2人
是湖南人，从老家朋友那儿租了辆轿车，还

买了黑色假发做伪装，在居民区里通过散

发小广告“打掩护”，仅8月22日至8月26日
5天时间，2人就疯狂作案7起。2人还特意

订下宾馆的一套房间做据点。

追缴失物是盗窃类案件中重要的一

环，但是此类案件有个特性，嫌疑人得手

后往往快速销赃。本案中，民警是如何找

到这些“细软”的呢？惠南分区指挥部侦

查办案队民警介绍，小偷被盯住后，警方

并没有发现他们转移赃物，那么东西应该

在他们时常出没的地方。警方将视线转

向了他们租住的宾馆和经常使用的轿车，

最终找到了失窃的黄金首饰等贵重物品，

这些东西被小偷用餐巾分包好，分别藏在

了竹炭除味包里、车辆后备箱备胎夹缝

下、宾馆房间的空调顶部等。尤其是除味

包，小偷将除味包里三分之一的碳倒掉，

再将黄金藏进去。民警搜查时，发觉重量

和手感不对，才将黄金翻出来。

竹炭除味包里藏匿偷来的黄金
浦东警方破获系列盗窃案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每月第二个周六上午，浦兴路街道金

鑫居委的居民们都会拎着瓶瓶罐罐、废纸

盒集中到金鹏苑小区的广场，在志愿者帮

助下，他们现场分类可回收物品，变卖所

得作为善款用于环保等慈善事业。浦兴

路街道联合民革浦东区委、慈济慈善基金

会将金鑫居委作为“垃圾变爱心”废品回

收活动示范点，于10月18日正式揭牌。

金鑫居委是浦兴路街道第一批垃圾

分类试点小区，在尝试各类宣传模式后，

2014年3月，他们打破了传统废品收购理

念，将资源回收、环保和慈善融合在一

起。活动现场，除了传统的宣传展板外，

还能见到黑色回收框、白色网兜、蓝色环

保袋以及五颜六色的可回收废品材料。

居民根据标示，将自家积攒一个月的废品

现场分类。记者发现，有些居民拎过来的

废纸盒已经自行平整，还用绳子捆好，一

口袋的塑料瓶已经被踩得扁扁的。

“居民对这项活动的响应度越来越

高。”金鑫居委党总支书记纪时杰说。活

动现场张贴着 2014年 5月至 8月垃圾分

类回收所得善款票据。5月筹得 40元，8
月有 80 元，10 月 18 日当天善款再创新

高，共计120元。“以前居民认为环保是一

种理念，垃圾分类就是干湿分离。现在，

居民的分类更细化了。”纪时杰说。

纪时杰介绍，回收活动不仅收集到可

循环利用的物资，还征集到居民的“环保

金点子”。一位居民阿姨现场拿出了彩色

的茶垫，这是她用利乐包装牛奶盒裁剪压

制出来的。“我先把牛奶盒洗干净，再晾

干，剪成花形，再将 3至 4朵‘花’粘在一

起，作为一个杯垫。”阿姨正现场把心得与

老街坊们分享。如今，她不仅“料理”好自

家废品，出门在外或者购物时，如果发现

可以利用的材料，阿姨也会主动讨要，“浪

费好可惜！”

浦兴推垃圾分类倡导慈善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摄影比赛、投资理财沙龙、拓展活

动……这些都是招商大厦党支部所开展

的党建活动。招商大厦联合党支部书记

刘韶华认为，党建工作要围绕红色主题

创新思维、模式、载体，要抓住时代热点。

2008年 10月，刘韶华担任招商大厦

联合党支部书记。刘韶华坦言，在担任

招商大厦党支部书记的前半年，她开展

党建工作还比较“低调”。因为外资银行

管理制度较为严格，她只能等到趁休息

时间，或者下班以后再去忙党建工作。

有一次，因为救灾物资的安置问题，

她找到了自己所在的马来亚银行上海分

行的叶行长：“我们号召支部党员给受灾

地区捐了一批物资，不知可否占用银行

有限的空间摆放一下，我们联系好红十

字会后马上运出去。”行长表示支持，他

也希望能持一颗善心去做善事。

党建工作需要非公企业的支持，非

公企业自身业务拓展，也需要党建资源

支持。2008年金融危机时，马来亚银行

的流动性出现了一些问题。得知情况

后，刘韶华通过支部党员联系到银行同

业资源，解决了公司难题，公司高管很感

谢。“有时候，我也邀请公司高管参加我

们的党员活动，让他们了解我们党建工

作都在做什么。”

刘韶华说，后来再有捐赠物资乃至

一些由支部组织的志愿者活动，行长也

很支持，有时还参与到其中来。世博期

间，刘韶华利用上班前时段在东昌路地

铁站组织了一次志愿者活动，后来活动

延迟导致她和一些党员上班迟到了。公

司领导态度很宽容，表示没关系。

她介绍，叶行长曾被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党委评为“党建之友”，他还特地把

这座奖杯放在他的家里，向朋友介绍这

座奖杯的来历。刘韶华认为，新时代党

建工作要赋予新的时代气息，要把党员

作为党建工作的主体，去贴近白领党

员。现在很多党员都很年轻，思维也很

活跃，党建工作不能只是“枯燥地开会

读文件”，多策划一些具有时代气息、内

容丰富、形式新颖的活动，让党员在党

组织中找到归属感。

今年 7月，刘韶华组织联合党支部的

党员们去苏州进行活动。她认为，通过活

动，一方面给党员一个机会接近大自然，

另外一方面，通过比较有意思的小游戏，

促进党员之间互相联络，也可以通过这样

一些活动，传递一些党建理念。

刘韶华介绍，联合党支部很多党员

都在金融领域从事相关工作，为了给他

们带来专业层面的提升，支部不定期组

织专家来给他们开展培训，做讲座，教他

们如何高效率完成工作，如何减压等等。

后来，大厦里有些群众碰到刘韶华

说：“原来你们的党建活动这么丰富多

彩，和我们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们

是不是也可以参加你们的活动，向你们

交入党申请书呢？”

尽管很忙碌，但刘韶华说自己很充

实。“外资银行很忙，每天加班都很晚，基

本上没有什么空闲时间去享受生活。筹

备党建活动，还要搭上自己的时间去做

一些准备工作。有时候，在路上想方案，

地铁就会乘过头。一旦有个成熟的新想

法，就会很有成就感。我们基层党支部干

部要对党有一颗赤诚的心，有智慧的头

脑，紧抓时代脉搏。让党员们之间形成一

股凝聚力。党建的范畴很大，领域也很

多。我们需要做的也还很多。”

党建活动要抓住时代热点
——记招商大厦联合党支部书记刘韶华

主办：浦东新区科协 浦东时报社

科普生活馆科普生活馆

去除室内各种气味的方法
鱼腥味：如炒菜锅里有鱼腥味时，

可将锅烧热，放一些用过的温茶叶，鱼

腥味就会消失。

炖肉异味：炖肉时，在锅中加上几块

橘皮，可除异味或油腻，并增加汤的鲜味。

花肥臭味：在室内养花，若用发酵

的溶液做肥料，会散发出一种臭味，这

时可将新鲜橘皮切碎掺入液肥中一起

浇灌，臭味即可消除。

霉味：每年的梅雨季节，屋内的衣

箱、壁橱、抽屉常常会散发霉味，可往

里面放一块肥皂，霉味即除，也可将晒

干的茶叶渣装入纱布袋，分发各处，不

仅能去除霉味，还能散发出一丝清香。

煤油烟味：用煤油炉或蜂窝煤做

饭，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黑色浓烟，

若在煤油中或蜂窝煤上加几滴醋，烟

味即可减少或消除。

居室异味：居室空气污浊，可在灯

泡上滴几滴香水或花露水、风油精，遇

热后会散发出阵阵清香。卫生间臭

味：家中卫生间虽然常冲洗，可还是有

臭味，可将一盒清凉油或风油精开盖

后放于卫生间角落处，既可除臭又可

驱蚊。也可放置一小杯香醋，恶臭也

会自然消失。

油漆味：新油漆的墙壁或家具有一

股浓烈的油漆味，要去除漆味，只须在

室内放两盆冷盐水，一至两天漆味便

除，也可将洋葱浸泡盆中，同样有效。

上海嘉甄实业有限公司因业务发

展需求，诚招下列岗位人员，待遇从

优，或作面议。

1、财务出纳人员1名。

2、业务协调人员1名。

3、平面广告设计人员1名。

4、图文制作人员1名。

要求：

1、勤劳肯干。

2、年龄20-55岁。

3、学历大专以上。

4、中共党员优先。

联系人：

周美华：35031039、13671890003
徐雪梅：55100257、13817133823

招聘启事

可回收物品分类现场。□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