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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美生活添上安全盾
新泾平安力量秋日践行动
近年来，新泾镇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以问题为导向，
不断完善社会
治安立体防控体系，
坚持联动融合、
多方共治,坚持精细化管理、逐一化
解社区发展中不断涌现的安全挑
战，用竭诚的服务牢牢护住社区这
个大家庭。

平安长宁橙 护航进博会

强化红线意识 守住安全底线
为强化国庆期间安全工作，营
造平安、和谐、安定的节假日环境，
国庆前夕，
新泾镇通过书记会、
党委
会、
镇长办公会等及时传达市、
区两
级会议精神，认真研究部署我镇国
庆前夕各类检查工作，要求部门协
同，联勤联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
强化应急准备，
共同守护新泾平安。
区应急局局长徐俊、副局长祝
贤高带队来到新泾镇仙霞西路加油
站进行国庆节前加油站安全生产工
作检查。对加油站的安全责任落实、
设备日常检查台账、日常消防安全
管理制度、
消防器材等进行了检查，
并提醒加油站负责人要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树立安全生产无小事的
理念，
时刻紧绷安全弦。
区民政局副局长沈海燕带队
开展新泾镇节前养老机构安全生
产专项检查工作。走访了新泾镇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西郊协和颐养院、
神州敬老院等养老服务设施。听取
了养老机构内安全生产、疫情防控
责任落实情况，重点对疫情防控日
常工作台账、
消防设施维护、落实消
防安全责任制、食堂食品安全和留
样记录制作管理等情况进行了集中
检查。
区建管委副主任郁夫、区交通
中心主任奚佳森带队区消防救援支
队、
新泾城管中队、
市场监管新泾所
对辖区内可乐路农贸市场液化气用
户开展安全大检查，并询问现场负
责人安防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做
好节日期间应急值守工作，并落实
好安全主体责任。
镇领导带领规建办、
平安办、
城运
中心、
新泾派出所、
综合行政执法队、
社保队等部门在镇域 8 家小区开展群
租联合整治，
责任区领导、
居委联络员
共同参与了此次行动。本次整治出动
工作人员 36 人，
集中整治 11 户，
自行
整改 3 户，
整治房间数 35 间，
床位数

【

养老机构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为使平安志愿者明确第四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社会面安全管
控工作职责，提升平安志愿者队伍理
论素质、
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全力投
身第四届进博会安保工作，区委政法
委、长宁区公安分局联合开展平安志
愿者专题培训送教上门工作。9 月 29
日，通过现场集中授课和视频同步转
播的形式，
新泾镇近 600 名平安志愿
者骨干接受了一次精彩纷呈的培训。
新泾镇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站刘
素珍博士为大家带来一场名为“了
解你的心理世界”讲座，与现场同
志进行了深入互动。新长宁培训中
心袁晓霞讲师做群防群治工作专题
培训，从如何做好隐患问题排查、社
区治安巡防等方面详细展示了群防
群治队伍如何做好进博会社会面防
控工作。

在各居民区视频分会场的志愿
者们，
虽然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浓
浓的学习热情。为增强大家安全防
范意识、警惕盗抢骗，袁晓霞讲师通
过一个个鲜明案例，仔细介绍了防
范入民宅盗窃注意事项和新型电信
网络诈骗常用手段，提示大家接到
96110 全国统一预警警示电话后，
务必第一时间接听，
切勿随意转账。
最后袁老师呼吁大家踊跃下载国家
反诈中心 APP，有效避免各种网络
诈骗发生，减少财产损失。
培训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要
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
细心留意身边细小的 “不寻常”之
处，提高警觉意识，及时上报各类隐
患，让平安志愿者队伍成为掌控社
会治安基本要素的 “千里眼”“顺
风耳”，为第四届进博会的顺利召
开筑起群防群治的铜墙铁壁。

加油站安全生产工作检查

虹九分会场

群防群治工作专题培训
91 张，
群租整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此
外，
新泾镇各科室、
站所、
中心对各自
分管领域分别做了相关检查，大力营

造平安、
和谐、
安定的节假日环境。全
镇上下齐心，
共同守住安全底线，
确保
节日期间人民群众生命及财产安全。

情暖新泾 】

服务“送上门” 帮扶“暖人心” 救助“减负担”

新泾镇将救助服务送到困难群众身边

随着救助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
新泾镇救助团队
以社区救助顾问制度作为有力抓手，
结合困难家庭救助
帮扶综合评估系统的数字化优势，通过“数据 + 人”的
救助双通道，
主动发现“沉默的极少数”，
并积极跨前受
理，
持续追踪评估，
将救助服务送到困难群众身边，
提升
“政策找人”的成效和便捷度。
家住华松居民区的施先生（化名），现年 36 岁，未
婚，曾因脑出血导致身体健康不佳，所以一直无法稳定
就业。其父母都是支内回沪人员，
父亲已经去世，母子二
人的日常开销只能依靠母亲每个月两千多元的退休工
资。华松居民区的救助顾问在年初走访了解到施先生的
困境后，提出了为其办理低保的建议，而施先生因面子
问题而拒绝了救助顾问的提议。但救助顾问利用救助帮
扶综合评估系统对其情况进行了线上记录，并追踪评估
施先生家庭困境的变化，
不断上门走访为其宣传救助政
策。
近期，
施先生又因为腰椎间盘突出而进行了手术治
疗，不但彻底打消了施先生就业的希望，额外支出的医
药费也让施先生母子渐渐接受了救助顾问的建议和服
务。在追踪到他的困境和想法的变化后，
街镇、
居民区救
助顾问快速行动，
启动了受理服务流程。考虑到施先生
行动不便，救助顾问们一起携带着救助政策和办理材

上门走访宣传救助政策
料，现场办理了低保申请手续，相关材料也通过线上工
具进行了传输和预审。根据施先生的困境情况，
还有针
对性的为其提供了城乡居民医保、医疗救助、四医联动
等政策和办理流程的宣讲，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施先生
母子对于今后生活的忧虑，给这个家庭带去了希望。
目前，施先生的低保已经成功获批，正在享受城乡
居民医保待遇，救助团队也及时为其办理了四医联动资
格，并对其之前的医疗费用进行了医疗救助。后续也将
对其提供追踪服务，用主动、暖心的服务让困难群众感
受到获得感。

托起稳稳的幸福
唤醒温馨的生活
新泾镇这样为老人量身定制他们的家
绿五居民区的独居老人张阿姨
近日为自己的家进行了一次量身定
制的“改造”，不仅新添了“助老神
器”，还解决了居家养老的 “痛
点”。这得益于新泾镇的“适老化改
造”项目，该项目自今年 8 月份推
出以来，受到许多像张阿姨一样有
改造意愿的老人们的欢迎。
张阿姨今年 74 岁，8 年前老伴
儿去世后就独自一人居住。她身体
有多处病痛，脊柱弯曲、手脚抽搐颤
抖不止，上下楼、
烧饭做菜都非常困
难。加上突发脑出血后，
老人的自理
能力越来越差，平日进出浴缸洗澡
都成了一大难题。
张阿姨得知新泾镇“适老化改
造”这一好消息，老人立马报了名。
经过申请、评估、设计、签约、施工，
老人家的卫生间就变了模样：浴缸
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平整的防滑
地砖和挡水板。墙壁上增添了多件
“助老神器”：L 形扶手让洗澡有了
支撑；可折叠的淋浴凳更管用，让老
人能以坐姿洗浴，安全又舒适；龙头
则换成了恒温的，可以防止烫伤。更
贴心的是，以前杵在头顶的热水器
移到了一旁，再也不用担心发生碰
撞，冷热水管也重新更换排放了。此
外，张阿姨还申请了地面防滑处理，
将家中的安全隐患一一消除。焕然
一新的空间驱散了张阿姨眉宇间的
愁容，这些小细节、
小改动让老人切
实感受到生活品质的提高。
在新泾镇，60 周岁以上常住老

改造后的浴室
年人口达 3 万多，像张阿姨一样有
改造意愿的老年人还有很多。今年
8 月起，
新泾镇纳入长宁区“适老化
改造”项目试点范围，域内 60 周岁
及以上老人踊跃申请改造。截至目
前，申请家庭共达到 116 户，签约
66 户 （施工中 20 户，已完成 46
户），签约数已超新泾镇总目标任
务数。
“适老化改造” 的内容与产品
共计 60 余项，
基本覆盖了老年人居
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需要支持
的生活情境基本都能满足。老人可
以通过选择“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
服务包”，来组合选择相关改造项
目。“服务包”分为“基础产品服务
包、专项产品服务包和个性化产品
服务包”三类。

