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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安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自

即日起注销，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310115664332171F，证 照 编

号：41000000201711020094，法定代表

人：蔡永军，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上海志顺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062564119T，副 本 编 号 ：

15000000201611300174，法定代表人:

刘峰，特此声明。

遗失公告

■见习记者 沈馨艺

戴上警帽，系上执勤配带，龚正琦带着

社区志愿者们开始了每天一次的治安巡逻

……作为芦潮港派出所责任区警长、农场

居委唯一的社区民警，大到侦查案件、捉拿

嫌犯，小到调解社区纠纷，9.7平方公里内

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要管。

4本大红色的奖励证书是龚正琦在芦

潮港工作多年来得到的嘉奖与肯定。“社区

居民有什么困难，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找民

警。身为民警，为居民排忧解难是应该

的。”龚正琦说。

深入排摸侦破案件

芦潮港农场面积达9.7平方公里，实有

人口6300余人，其中来沪人员4700余人。

由于农场社区是一个老式开放小区，各项

基础设施差，人员结构复杂，这就大大增加

了区域内各类案件发生的可能性。作为责

任区警长，为维护地区治安稳定，龚正琦在

想方设法控制案发的同时做到深挖案件。

多年前，龚正琦在一起盗窃电缆线案

件中挖出了7名原本未掌握的违法嫌疑人，

最终使11名违法嫌疑人全被判刑。“这起案

件的案发地在我的管段内，最初侦办时，查

明的5名嫌疑人中已有两名盗窃嫌疑人及

1名收赃嫌疑人到案，另有两名盗窃嫌疑人

也已被上网追逃。”龚正琦说。

在仔细分析了案情后，龚正琦通过大

量的走访排摸，发现盗窃团伙成员不固定，

存在其他盗窃及收赃嫌疑人的可能。破案

难度虽然大，但他决定一定要深挖到底，找

到其他线索和证据，揪出团伙所有成员。

如何将这起盗窃案的嫌疑人一网打尽

呢？龚正琦从线索出发，推断并掌握了其

余6名嫌疑人：吴某、周某亮、周某雪、胡某

及收赃嫌疑人王某坤、王某海父子。龚正

琦告诉记者：“由于相关物证早已灭失，如

果当时贸然实施抓捕，可能会有很大风

险。”

因此，在查明嫌疑人身份后，龚正琦并

没有急于实施抓捕，而是通过对已到案违

法人员提供的碎片化信息，再一次排摸、比

对、核实，得出确凿证据，随后制定出详细

计划并实施抓捕。从原先掌握的5名嫌疑

人到后期深挖出的6名嫌疑人，该盗窃团伙

全部成员被一网打尽。

来到芦潮港派出所工作6年多，龚正

琦处理过的案件共有上百件。走访排摸、

收集情况、挖掘线索……每件案件他都处

理得当，并能为突破案件提供关键切入点。

严密管控保社区平安

为了弥补社区内治安防范的先天不

足，在龚正琦的牵头下，芦潮港派出所与社

区居委组织了一群志愿者团队，他们都是

社区里的居民。

每到晚上5、6点，龚正琦就会带着志愿

者们来到小区街头进行治安巡逻。“夏季晚

间是案件高发时段，因此要格外注意。”龚

正琦说，“我们也会根据不同时期调整巡逻

时间。”

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带领社区综合协

管队伍对社区内的出租户进行地毯式走

访，特别是人员杂乱的场所。“社区内人口

流动性大，只有严密管控，才能保住平安。”

他说。

龚正琦告诉记者：“我们在平日的治安

巡逻中，也会向居民宣传安全防范知识，防

盗防灾、交通大整治、谨防电信诈骗等，都

要一一传达给居民。”

由于农场社区外围工厂多，居民觉得

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其实政府部门已在着

手研究解决方案，”龚正琦说：“可是居民的

要求很迫切，个别居民甚至有了过激行

为。”看在眼里的龚正琦立马找到居民代

表，向他们了解具体诉求。在向居民做好

解释工作的同时，他全力做好安抚工作。

由于龚正琦的牵线搭桥、来回奔波，矛盾逐

渐平息。

社区里的琐事其实不少，打架斗殴、

邻居纠纷、夫妻纠纷……居民都会向民警

寻求帮助，其中不少事项并不在公安机关

的管辖范围内，但龚正琦仍然耐心为居民

解决问题。“社区里的事虽然琐碎，但不能

推托，因为不能辜负居民对我们的信任。”

他说：“平日里工作虽然忙碌，但听到大家

的一句‘谢谢’，就觉得我所付出的汗水都

是值得的。”

■本报记者 李继成

22公里的浦江东岸年底将贯通，其中

由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这“三道”构成的

慢行交通体系也将亮相，成为浦东滨江一

条靓丽的风景线。

打造慢行交通体系，提倡绿色、低碳、

环保和健康的交通方式，也一直受到新区

政协委员的关注。今年年初，农工党浦东

区委就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打造浦东中心

城区慢行交通体系的建议》提案，提案受到

了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建设

和交通委员会、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等相关

单位的高度重视，并已列入计划中。相关

部门表示，按照规划，“十三五”期间浦东新

区将建成总里程200公里的慢行步道。

农工党浦东区委在提案中表示，根据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至

2040 年上海绿色出行比重目标将设为

85%。以步行、骑行等非机动车为主的交通

手段也是实现城市绿色交通最理想的方

式。对此，农工党浦东区委在提案中建议：

保障慢行的路权，通过“人本位”的慢行出行

方式，逐步缓解浦东中心城区的机动车交

通压力，逐渐消除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

的路权矛盾；以浦东中心城区的居民社区

为基础，通过以步行、骑行和其他非机动车

辆为主导的慢行道连接中心城区的各社

区，打造社区之间的慢行道系统；以人文关

怀和文化传承为主题，确保城市的人文宜

居以及城市现代社区文化与古典弄堂文化

的融合和延续，在高桥、三林和新场等地规

划与古镇文化相结合的慢行道系统，将各

类历史人文景点连接起来，发挥其宣传和

教育作用。

提案撰稿人徐佳亮委员告诉记者，慢

行可作为居民户外休憩和健康生活方式的

重要载体，也可作为自然与人文的重要网

络。“浦江东岸和世纪公园慢行体系的建设

是新区的亮点，我们提出这个提案就是希

望慢行交通体系能在浦东更多街镇推广开

来，打造‘生态、宜居’的浦东。”徐佳亮表示。

对于慢行交通体系的建议，新区环境

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在答复中表示，新

区环保局牵头编制了“浦东新区慢行休闲

（绿道）系统专项规划”，按照规划，“十三五”

期间，浦东新区将建成总里程200公里的慢

行步道。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
和《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都对提升

慢行交通的比例和品质提出了要求。区环

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在答复中介绍，

新区编制了《2017年中心城区慢行交通改

善工作任务清单》，包括了机非护栏的更新、

设置非机动车标志指引、结合道路建设设

置非机动车道等多项具体内容。其中，对

于新建、改建道路，新区建交委将组织设计

单位积极探索慢行交通的优化完善。对于

已按规划建成的、日常养护的道路，新区环

保局将在道路大中修的技术方案研究过程

中，积极探索慢行交通的优化完善，充分重

视慢行交通体系的重要性。张江科学城规

划建设已启动张江西片区城市更新改造，

加密支路网，协调小区、企业开放公共绿化

空间共享，打造慢行系统。

同时，新区也在探索利用慢行系统串

联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形成文化线路。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大到圆台面、

人字梯，小到打气筒、扳手，这些日常生活

中并不常用的物品，却总有急需的时候。

塘桥街道的微南居民区在“家门口”服务

站建设中，根据社区特点打造了微南“互

助通”中转站，让闲置物品在社区中实现

了真正的“共享”。

微南居民区建成于上世纪 80 年代，

居民中不少都是相识 30多年的老邻居，

有需要时借用物品并不是难事。但这仅

限于熟人之间“给面子”借用，如何将这份

互帮互助的邻里情进一步发扬出来，成为

微南居民区党总支思考的问题。

近期“家门口”服务站的建设，为微南

提供了一个抓手。党总支在服务站中设

置了30平方米的空间作为微南“互助通”

中转站，并向居民和社区单位募集闲置工

具、物品，以出借或捐赠的方式置入中转

站。目前，“互助通”中转站由一支9人组

成的志愿者服务团队进行管理，每天上午

8点半至下午4点开放，全年无休，有使用

需要的居民可以填写记录表申请借用。

“互助通”中转站还将结合慈善超市、

慈善联合捐等公益形式，提高物品的使用

价值，同时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参与服务，

以满足居民多层次的需求。

本报讯（记者 陈烁）徐佳乐是一名律

师，现在，他还是所在的凌九居民区居民们

身边的法律顾问，以一名在职党员的身份

参与社区公益服务。在东明社区，像徐佳

乐这样在社区亮明身份，并积极投身社区

大舞台的在职党员，已成为社区公益服务

的一股中坚力量。以他们为主力，东明已

形成了 36个“在职党员公益行”项目。日

前，东明路街道召开了在职党员服务项目

评选中期推进会，在职党员 8小时外奉献

在社区的硕果得到集中展示。

“在职党员公益行”是东明路街道“在

职党员融社区”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记

者从东明路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了解到，在

党员“双报到”“在职党员到居住地发挥作

用”要求的大背景下，近几年共有千余名在

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一些党员在社区亮明

身份后，便萌生了利用自身资源服务社区

的想法。

东明路街道社区在职党员理事会下的

豆豆教育成长工作室负责人豆晓莲是最早

在社区进行公益服务的在职党员之一。豆

晓莲是南码头小学的一名数学教师，她告

诉记者，到社区报到后，通过社区党建服务

中心的平台认识了许多各行各业的在职党

员，虽然大家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但都愿意

为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自己正好暑

期有时间，就在2015年与上海实验学校高

中部计算机老师王昌国一起开设了第一个

面向社区孩子免费开放的“暑期思维训练

营”，从此坚持下来。

“成立工作室后聚集了更多教师党员

的力量，一起为社区的孩子们服务。我们

在工作岗位外也能帮助更多的人，体现了

价值，自己也很有收获。”豆晓莲说。

从公益暑期班开始，越来越多的在职

党员公益服务项目在东明社区涌现，并通

过各居民区在职党员理事会分会和“两新”

联合党支部，使“在职党员公益行”项目覆

盖了各居民区和两新党组织。

徐佳乐就是通过所在的凌九党总支在

职党员理事会分会，牵头推进了“我身边的

法律顾问”这一项目。每逢小区里举办“文

明星期六”或其他便民服务，他就会在现场

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平时，居民们

有什么法律问题，也可以通过设在居委会

的“普法服务社”或其他平台反馈，徐佳乐

和项目团队会给予解答。

凌九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忻文平说，凌

九居民区内老年人群占到了总人口的约1/
3，维权意识不强，也不懂法律，经常会遇到

诈骗，有了家庭纠纷也不知如何应对。有

了这支身边的法律顾问团队后，小区居民

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且一些纠纷成

功得到化解，对于建设宜居小区确实帮助

很大。

在日前的推进会上，东明路街道各在

职党员理事会居民区分会对各自的服务项

目从项目背景、项目意义、项目措施、项目

成效方面进行了介绍，36个项目涵盖了助

老为老、社区自治、综合服务、医疗卫生、文

化教育、环境保护、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帮

困结对等9个类型。

东明社区党建服务中心有关人士表

示，众多在职党员积极投身到社区大舞台，

参与社区党建、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等方面

工作，充分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也让

社区更融洽。参与推进会的一名专家点评

道：“东明的众多在职党员服务项目紧贴居

民群众需求和居民区及在职党员实际，把

项目真正落到了实地，实现了在职党员工

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双岗位。”

银杏和梧桐是世纪公园秋天的“明星”。从公园的2号门至3号门，一条栽满银杏树的主干道长达1000米，远远望去，绚烂的色彩
十分醉人，连日里迎来大批前来赏秋景的市民游客。 □徐网林 摄影报道

党员成社区公益服务中坚力量

东明“在职党员公益行”项目结硕果
设置“互助通”中转站 募集居民闲置物品

塘桥推出“家门口”共享服务

居民有困难总会找到他
——记浦东公安分局芦潮港派出所责任区警长龚正琦

世纪公园秋意浓

龚正琦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十三五”新区将建200公里慢行步道

打造慢行社区 串联历史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