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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运动5分钟

为您播报数据”。在祝桥施湾社区体育公

园内，当记者拉动双位智能划船器的横杆

时，划船器上的一块小屏幕会亮起，并且

提醒使用者会在 5分钟后播报数据。数

据包括运动的速率、消耗的卡路里等，以

帮助器械锻炼者掌握运动量。近日，位于

施湾三路 985 号的施湾智慧社区健身中

心建成并投入试运行，这也是上海市首家

智慧社区健身中心。

“祝桥镇作为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

单位，去年成为全国七家智慧社区健身中

心试点建设单位。整个智慧社区健身中

心是在原施湾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基础上，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要求升级改造而成。”

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室外部分的体育公

园，还有室内的健身房，室内外场所实现

人脸识别、扫码入场、远程预约等功能，通

过智能化管理服务系统，方便居民开展多

种体育活动。

记者发现，室外健身器械所在的区域

位于健身中心的中间位置，绿树葱茏，周

边小河环绕，环境宜人。双位智能划船

器、智能推举训练器、智能太极揉推轮

……10多台黄色的智能训练器械分布其

中。每台器械除了会自动语音播报，还人

性化地设置了 UBS 充电口，并在每台器

械的顶部安装了太阳能板和雨棚。为了

让居民熟悉器械，每个器械的金属标牌上

会标注出该器械的主要功能、锻炼方法及

安全警示。此外，还有红色的塑胶步道、

对弈的棋台。

小河的两侧则是球类运动场地和游

泳池，包括了足球场、篮球场、门球场、羽

毛球场等。这些场地施行扫码入场，还支

持网络预约，以帮助居民避开运动高峰

期，合理规划锻炼时间。

据悉，整个智慧社区建设中心占地面

积为 26640 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为

10988平方米。除了室外部分，还有一座

两层楼的健身房。居民进入智慧健身中

心，办卡登记后就可刷脸入场锻炼。健身

房内设有智能力量器械，4 台智能跑步

机，智能健身车以及1台智能体质监测一

体机等多种设备。其中体质监测一体机

将计算机视觉技术应用到握力、纵跳、俯

卧撑等。测试中，锻炼者只要选择测试项

目，跟着指示做动作，智能化设备将及时

分析出身体状况，得出适合的“运动菜

单”，同时将数据推送到锻炼者的手机上。

据了解，智慧社区健身中心通过信息

化监管系统和社区健身中心数据平台，可

实时了解和掌握进出社区健身中心运动

人数、能耗等情况。通过智能化运动健身

系统，可准确采集健身人群各项运动数

据，并通过手机终端，向健身者提供适宜

的运动健身指导，提升运动健身的科学

性。

祝桥施湾智慧社区健身中心投入试

运行以来，受到了居民们的欢迎。“现在每

天晚上，这里的人非常多。”室外健身器械

区域的一位保安告诉记者。据悉，该中心

将全年365天对外开放，根据试运行以来

的各项数据分析，全年将接纳 30万以上

人次参与各项体育活动，成为祝桥“家门

口”服务的一大亮点。 一名居民在安装有智能设备的踏步机上进行锻炼。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市民刷脸进场，健身数据推送到手机

本市首家智慧社区健身中心祝桥试运行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泾华小区 6
号楼加装电梯项目竣工，中星巨野公寓

4 号楼加装电梯项目开工——近日，洋

泾街道两个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项

目在同一天取得节点性进展。依靠“党

建引领、自治发力、多方助力”，洋泾在上

述项目中汲取了不少共性经验，将助力

更多住宅加装电梯项目的落地。

泾华小区 6号楼是一幢典型的 6层

老公房，每层楼有4户人家。2楼及以上

居住了57名居民，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有 37人，占比 65%，随着年龄增长，

他们都开始有了“下楼难”的烦恼，加装

电梯的需求迫切。在热心居民胡先生的

牵头下，加装电梯工作启动，并得到了许

多居民的认可与支持。由于 6号楼 1楼

为居委会活动用房，客观上为征询工作

减少了阻力，使得征询得以顺利完成。

加装电梯本质上属于居民自治范

畴，但在工程过程中，通过党建引领、多

方助力，也为项目成功提供重要支持。

例如在电梯用电事宜上，居民希望将一

楼居委活动室的一个闲置电表挪作电梯

使用，让电梯用上民用电，以减少日后运

营成本。街道方面与电力公司开展沟

通，最终成功申请到了民用电指标。

“我们总结了 3 点泾华的经验，即

‘有一个热心牵头人’‘获得业主积极支

持’‘多方配合形成合力’，中星巨野公寓

的项目同样符合这3个特征。”洋泾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康向清说。

中星巨野公寓居民赵先生像胡先生

一样，出于自身需求最先提出倡议，并在

之后凭着极大的热情和乐于奉献的精

神，四处奔走促成项目推进。同时，中星

巨野公寓 4号楼的 12户居民，平时邻里

关系非常和谐，在加装电梯征询中，获得

全体业主的支持。

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也在政策指

导、平台搭建等方面予以支持。他们积

极联络、牵头街道相关部门、业委会、物

业公司等多元力量参与其中，也为项目

推进作出贡献。“以后出门，不用再扛着大

行李箱爬楼了，买菜回家直接电梯上楼，

省力又安全。”居住在泾华小区6号楼的居

民张阿姨说。“之前4楼一对老夫妻，因为

出门不方便搬走了，现在他们也准备搬回

来，我们多年的老邻居，又能团聚了。”

本报讯（记者 陈烁）日前，浦兴路

街道区域化党建“平安联盟”“普惠商盟”

正式启动，未来，这两个党建联盟将整合

辖区治安资源、商业资源，服务浦兴居

民，维护浦兴稳定。

启动仪式上，“平安联盟”首轮盟主、

浦兴路派出所所长严爱民介绍，“平安联

盟”将从创新服务形式、内容和模式，强

化群众体验，扩大受益对象等方面开展

服务，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投身到

“平安浦兴”的发展建设中。“普惠商盟”

首轮盟主建设银行金桥支行行长陈云则

表示，“普惠商盟”将有效整合各类资源

和工作力量，运用“基本功能+拓展功能”

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开展“家门口服务-
商盟在浦兴”活动，推动“普惠角”在家门

口的实施。

今年3月份，浦兴区域化党建七大联

盟成立，凝聚起医院、学校、生活服务、文

化等不同行业单位，发挥各自资源优势，

为浦兴居民提供服务，“平安联盟”和“普

惠商盟”即是七大联盟中的两个。

“平安联盟”由浦兴社区范围内关心

社区治理、热心群防群治工作的单位及

其志愿者组成，其宗旨是强化党建引领，

整合治安资源，服务社区居民，维护社区

稳定。联盟启动后，将组织志愿者在业

余时间开展安全知识宣传和法制宣传教

育活动；开展志愿者巡逻和治安隐患排

查活动；搜集有关社情民意、违法犯罪线

索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情报信息并及时

报告；协助开展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

刑满解教人员的帮教工作，净化青少年

成长环境，预防、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普惠商盟”由浦兴路社区范围内热

心公益事业的商贸单位组成，囊括银行、

商铺等单位，提供“劳动者港湾”，为环卫

工等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场所，或是到

社区宣传诈骗防范等。未来，该联盟将

开展服务类公益活动；提供咨询、讲座、

培训进社区，共享商业资源；提供绿色便

民服务；开展对接帮困，认领“微心愿”活

动；与支持公益事业的其他组织合作开

展公益活动等。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瞿晓

庆）周边居民反映“夏天来了臭味弥漫，

简直是蚊虫制造营”……近日，曹路镇

通过联合执法，取缔了陈邵路旁的一处

无证废品回收站，解决了附近居民的

“心头事”。

今年 3 月起，曹路镇相关部门多次

接到群众来电，投诉陈邵路旁私房出租

成为无证经营废品回收站，存在安全隐

患。经调查，民建村宋家圈59号现承租

人在有证房屋前违法用地、违法违规经

营，用于废品回收、木材加工堆放，造成

卫生环境恶劣，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其间，民建村委会多次上门告知租

户自行整改、派出所上门开具消防整改

通知、第二联勤工作站上门劝导要求当

事人自行清除堆物。但当事人只对占

道堆物进行清理，对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拒不整改，空地上钢瓶、木材、泡沫塑料

等易燃物品依然存在。

5月5日，曹路镇城运中心牵头相关

部门召开研讨会，制定联合执法整治方

案：由镇区域发展办牵头召集城管中

队、顾路派出所、安监所、市场监督所、

联勤联动工作站等，联合民建村委会工

作力量赴民建村宋家圈 59 号取证查

处。各职能部门对违法违规问题要求

当事人进行整改。

次日，多部门上门联合执法。当

天，当事人自行清除部分堆物，拆除简

易搭建的屋棚，停止违法违规经营。现

场剩余的其他堆物，当事人提出无法自

行清理，故请求民建村委会协助清理。

之后，民建村委会组织村内工作力量对

空地堆物进行了清运。至此，困扰周边

居民的“蚊虫制造营”销声匿迹。

曹路镇城运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防止此类违法经营、违章搭建、乱堆

物等乱象回潮，城运中心将针对共性问

题制定规范流程，形成常态工作机制。

本报讯 （记者 赵天予）6 月 10 日，

位于南码头街道浦三路 629弄内的一座

小院热闹非凡，几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

家属、护工的陪伴下，入驻南码头社区长

者照护之家。这标志着南码头路街道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基本设施建设全部完

成。

南码头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朱靓娴

表示，南码头社区长者照护之家的开业，

为社区养老一体化服务体系建设拼上最

后一块拼图。“这是街道深入贯彻‘嵌入

式’养老理念、完善养老设施布点的重要

举措，至此，南码头路街道15分钟养老服

务圈基本设施建设全部完成。”

南码头社区长者照护之家坐落于

浦三路 629 弄 15 号，由原六里三居委会

改建而成，占地面积 342.85 平方米，建

筑面积 1169.98 平方米。长者照护之家

内部环境优雅、舒适，设施设备全套专

为老年人入住量身定制，功能齐全。每

间房间设置 3 至 4 张内部护理床位，总

计 36 张，并配置了独立卫生间、空调、

呼叫器、电视机等设备。

长者照护之家将为老人们提供完

善的生活照料服务，包括帮助洗澡、洗

漱、更衣、大小便或换尿布等，并开展棋

牌、书画、手工、康复保健等丰富的康

乐、康复活动。长者照护之家内设立多

媒体活动室、书画阅览室、棋牌室、康复

训练室等娱乐场所，以丰富老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

为满足对管理服务水平、运营效率

和拓展服务领域的需求，长者照护之家

由第三方专业机构——上海瑞福养老服

务中心运营管理，主要为经老年照护统

一需求评估为三级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

机构住养照料服务，为大病出院仍需康

复护理或家属需要喘息服务的老年人提

供短期寄养服务。

此外，长者照护之家内还设有一个

拥有 12张床位的认知症专区，专门为认

知症老人提供服务。

本报讯（记者 陈烁）近日，东明路

街道禁毒办邀请东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戒毒防艾医生何聘婷，到上海实验中

学南校为同学们开展了一次以“防艾宣

传 抵制毒品”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提高

学生们对毒品危害性和违法性的认识，

为青少年的成长保驾护航。

在当天的讲座中，何医生通过真实

生动的案例，向同学们讲解了艾滋病与

毒品方面的知识，以及吸食毒品与艾滋

病的关系，提高学生对毒品、防艾的意

识。授课结束后，还开展了抢答环节，

考查现场学生的掌握情况。听完讲座，

一位同学表示，今后一定要远离毒品，并

要积极向亲人、邻居宣传禁毒知识，争做

小小宣传员，共同抵制毒品的危害。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近日，以

“余音袅袅东乡调，沪韵悠悠故乡情”为

主题的六镇红色经典沪剧交流巡演活

动在惠南镇举行。

此次六镇文艺交流巡演活动由惠

南镇联合川沙新镇、大团镇、新场镇、宣

桥镇和周浦镇共同策划。6月至 7月期

间，六个镇的文艺团队同台献技，将精

心排演的文艺演出送往各镇，让居民在

家门口享受文化大餐。活动中，各街镇

的演出团队各展所长，用精湛的演技和

深厚的唱功，唱响红色故事，展示革命

前辈的艰辛与不易。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交流巡演活

动以中华传统戏曲文化——沪剧为载

体，通过文化“走亲”的形式，向大家演

绎红色经典沪剧，唤醒社区居民的红色

文化记忆，带领社区居民喜迎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

本报讯（记者 章磊 通讯员 黄嘉

伟）以前，合庆镇庆利苑居民王阿姨总

是说，“生活在小区里，‘安全感’还不

够”，她希望门口能够智能识别进出的

车辆及人员，并对停车、出入口道闸进

行优化改善，提升小区安全指数。如

今，合庆镇推进的智慧物联小区建设，

满足了她的愿望。合庆镇城运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探索精细化管

理、助推城市运行高效管理。

庆利苑和前哨路 231 弄，是合庆镇

智慧物联小区建设的两个试点。去年

以来，移动探头、消防地磁、车辆及人脸

识别系统、居家安防 4件套等智能化设

备逐步配齐。王阿姨告诉记者，小区车

位比较紧张，经常有人趁着夜深人静，

偷偷把车停在消防通道上，“想想就危

险。”安装了消防地磁后，只要设备感应

到重物存在时长超标，便会发出警报，

物业就能找车主挪车。

居家安防4件套，是指烟感探测器、

可燃气体探测器、人体红外检测器、移

动式一键报警器。一旦发生烧饭忘关

煤气、洗澡滑倒站不起来、中风倒地无

法呼救等情况，不同的设备就会报警，

城运中心平台、镇内各条线对应负责

人、独居老人监护人等“警报接收者”就

能第一时间反馈呼叫实施救援。

小区里的各个“神经元”，最终汇聚

到一个中枢神经——城运中心的“智慧

大脑”。这样一来，小区里发生的“大事

小情”，都能第一时间传送到综合管理

平台，安全系数大大提升。租住在庆利

苑的张先生说，有了智能设备，老人和

孩子更安全了，自己也放心多了。

合庆镇城运中心负责人表示，小区

部署物联感知设备，运用了大数据等高

科技手段，切实为居民生活保驾护航。

南码头“15分钟养老服务圈”完成最后“拼图”

老人入驻长者照护之家乐陶陶
党建引领 自治发力 多方助力

洋泾老小区加装电梯获居民支持

整合辖区资源 发挥各自优势

浦兴：七大党建联盟服务居民 智能化设备为居民生活保驾护航

合庆：试点智慧物联小区建设

曹路联合执法
拆除“蚊虫制造营”

六镇交流巡演
红色经典沪剧

禁毒防艾宣传
走进东明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