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流程数字化，社区内外装修治理更敏锐更精细
瑞金二路街道综合运用信息互通、现场共查、监管合力，数月来，投诉量、违法搭建量等下降逾七成

辖区面积仅1.93平方公里的黄浦区瑞

金二路街道 ， 是上海市中心面积最小的

街道之一 。 瑞金二路街道所辖面积的2/3

位于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内。 这里， 背街

小巷多、 沿街商户多、 保护建筑多、 老旧

公房多。

正因如此， 装修， 是这个基层细胞直

面的难题。 老百姓想着， 如何在有限空间

内通过装修 “捣腾” 出新可能； 搬来的新

商户想着， 如何通过装修让自己在一众门

脸中 “出挑”。 但对于这个老社区而言， 装

修直接带来的就是 ： 违法搭建可能增多 ，

装修垃圾难以清运， 破坏风貌， 也影响居

民日常。

结合城市数字化转型，瑞金二路街道铆

牢“治理装修”研发出了现实的应用场景。依

托渗透至基层的“两张网”，将装修纳入数字

化、可视化的全流程管理。

以无人机巡视结合街面网格员巡查，及

时发现装修动向，瑞金二路街道城市运行中

心迅速“派单”就近人员前往查看，并通过调

取监控录像完成来源追溯。 城运中心通过

“以房管人” 数据库同步查询户主身份与联

系方式，同时，居委会、特保、城管、物业共同

前往现场处置， 协助户主完成装修登记报

备。后续装修纳入全过程监管，直到多部门

联合验收销项。

数据展现出成果：数月来，12345热线相

关投诉量、装修垃圾暴露量、违法搭建量分

别有了72%至88%的下降。

全流程
每一环节都依法依规、

井井有条

“现在要装修，都得按规矩来做。”56?

的李芹在花园式公寓陕南村住了三十多年。

此前， 左邻右舍谁家装修防不胜防，“咚咚

咚”每一下都似乎敲在她心坎上。“历史建筑

怎么经得起这样捣鼓？”李阿姨说，现在，社

区内外，家庭、商户装修施行全流程管理，每

天都会有专业人员上门查看， 指导装修进

程，“我的心也就定了”。

在瑞金二路街道城运中心大屏上 ，涉

及装修的动态实现了数字可视化： 辖区内

当下的装修数量共861条，折线图显示今年

3月迎来一波小高峰，50平方米以下的装修

面积超过装修报备数量的72%，98%的巡检

处于正常状态， 而违法搭建是最常见的异

常状态……

瑞金二路街道相关负责人郝焰来介绍，

依据数据的可视化，相关部门设立了完备的

治理机制———登记报备信息、 巡查监管信

息、处置反馈信息、销项备案信息；实现非居

类装修“必须有监理”，居住类装修“免费送

监理”。让装修过程每一环节都依法依规、清

清楚楚、井井有条。 茛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唐玮婕

走进那些年银幕歌声里的故事
重温党的百年发展历程

人民音乐出版社推出《那些年，银幕歌声里的故事·百年华诞篇》

■昨天，由中央电视台导演杨
周撰写、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
《那些年，银幕歌声里的故事·百年
华诞篇》首场图书赏读会活动正式
推出，之后，在全国10个城市举行
的百场“百姓颂百年”主题赏读会
活动也将启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之际，全书以颇具代表性的10部影
片作为写作主线，以10部影片中具
有广泛群众影响力的10首电影插
曲作为切入点，在回味以党的百
年发展历程为背景的经典歌曲独
特魅力同时，讲述银幕内外感人至
深的故事，带领读者回望“中国共
产党人在艰苦年代凝聚和铸造的
革命初心，礼赞一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人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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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瑞金二路街道城运中心内，工作

人员紧盯屏幕， 全流程监管辖区内的装修

情况。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修缮藏“彩蛋”留住“根和魂”
上海旧住房更新改造兼顾风貌与宜居

以“制度保障 +智慧助推”实现城市更新精细化管理

家住曹杨一村的高阿婆经常要回正在改

造中的旧居张望会儿，看看建设进度，盼着能

早日回搬。 这里的成套改造预计在年中就将

完成。更令高阿婆期待的是，即将归来的曹杨

一村并不会让“工人新村”的印记消失：楼顶

上重新铺设的瓦片， 会呈现一片又一片的红

彤彤； 公共空间设计上融入了棉花等纺织元

素，体现独具一格的工人文化。

充满烟火气的老房子是城市的 “根”和

“魂”，承载着上海的乡愁。但一些房屋由于年

代久远、功能缺失，越来越难符合现代人居住

需求。在上海，房屋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设

施不健全、 安全存在隐患等各类旧住房也已

纳入“留改拆”的工作范围。

近年来，市住建委等职能部门多策并举，

努力走出一条风貌保护、城市更新、住房保障

等有机结合、统筹推进的新路，诞生了一批家

喻户晓的旧住房改造项目。

以成套改造为突破点， 曹杨一村等一批

工人新村先行先试， 让居民在拥有宽敞明亮

的生活条件同时， 保留保护好优秀历史建筑

的外观风貌、 人文底蕴以及颇具特色的空间

布局。今年，上海将实施1000万平方米的旧住

房更新改造，持续优化好城市的“存量”。

留住旧时光，启程新生活

绿树掩映中， 一幢幢红瓦白墙的小楼沿

着蜿蜒小径整齐分布，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曹

杨一村。它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第一个工人

新村，曾住着一批批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

三八红旗手们。此后，曹杨一村所在的曹杨新

村成为中国对外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重

要窗口。

70年日月如梭， 早年风光无限的设计一

直使用到今天难免会有诸多不便， 但由于优

秀历史建筑的特殊身份， 曹杨一村的改造也

受到了很多限制：例如，建筑主要立面不得改

变， 且在考证原始设计资料及施工工艺的基

础上， 重点保护部位应严格按原式样、 原材

质、原工艺修缮改造等。

工人新村如何焕发新的生机， 又如何兼

顾历史记忆与民生需求？ 市房管局邀请多名

建筑保护专家， 就曹杨一村综合改造方案展

开“头脑风暴”，最终敲定：保持南立面历史风

貌不变，减小北立面内凹尺度，重新布局楼梯

通道，放宽放缓踏步，并对公共厨房、卫生间、

楼梯的空间布局进行调整， 改造后给予每户

独立厨卫。

参会专家解释道， 方案的设计初衷是在

最大化提高居民居住质量的同时， 采用与历

史原状颜色一样的米灰色涂料作为立面主

材。在细节上，仿照原木窗，更换上仿木纹的

铝合金窗型，保留东、西山墙上的回纹镂空设

计装饰造型， 最大程度还原和传承工人新村

的历史本色与文化底蕴。

公共空间也有 “彩蛋 ”。过去 ，曹杨一村

的公共空间以广场为主 ，功能比较单一 ，甚

至沦为居民们的晾衣场 。通过这次修缮 ，三

个新的景观将以 “源 、忆 、合 ”的主题展现劳

模精神。 茛 下转第七版

第四届进博会昨进入倒计时200天

■本报记者 史博臻

荨 电影 《永

不消逝的电波 》

剧照。

■在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瑞一居民区这个
上海早期商品房小区，环境宜人，邻里关系
亲密，社区活动丰富。这都是华磊8年的点滴
工作换来的治理新变，也是基层党建在国际
化程度高、老龄化较严重的居民区积极推进
的又一次美好实践

“小巷总理”华磊：
牵着居民手，走进社区大家庭

荩 刊第二版

荩 刊第四版

荩 电影《党的

女儿》剧照。

茛 电影《上甘

岭》剧照。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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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大会址到浦东开发

开放30周年主题展， 一辆辆

鲜亮的红色巴士将穿梭于上

海这座城市的红色地标之

间 ， 一路上用100分钟的讲

述带领大家重温中国共产党

从建党的开天辟地、 到新中

国成立的改天换地、 再到改

革开放的翻天覆地的百年伟

业， 在一段 “沉浸式” 党课

中汲取满满的前行力量。

昨天是浦东开发开放31

周年的纪念日， “百年党史

路 奋斗新征程” 党史学习

教育巴士课堂在中共一大纪

念馆启动， 一直持续运营至

今年年底， 吸引来自上海 、

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党组织共

同参与学习， 打响上海红色

品牌路线， 力争成为上海学

习党史品牌向全国推广。

12大板块，
打造贯穿百年历
史精品党课

百年中国看上海， 上海

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发

地， 见证着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和成长， 红色基因在城市

血脉中根植流淌。

在去年 “四史巴士课

堂” 成功运营的基础上， 浦

东新区此次推出的党史巴士

以中共一大会址为起点， 途

经渔阳里、 中共二大会址 、

五卅运动纪念碑 、 外滩陈

毅广场 、 浦东开发陈列馆

等20多处红色地标， 终点则

设在 “在国家战略的引领

下———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主题展” 所在地———浦东展

览馆。

围绕车览 “百年党史在

上海的精彩演绎 ” 这一主

线 ， 党史巴士这根 “针 ” ，

把上海珍贵的红色资源串点

成线， 将历史故事和现实场

景相结合， 打造出一堂跨越

浦江两岸、 贯穿百年历史的

精品党课。

茛 下转第七版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宛艺

荩 刊第二版

譺訛

■走近“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

参展商报名签约面积已达规划面积七成

党的光辉历史照亮强军征程
———写在军队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展开之际

荩 刊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